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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高昂 呼吁爱心人士伸援手》追踪报道

捐款人次达 2709 次 筹款达 18 万元
爱福建新闻名专栏心

本报讯 日前，本报报道《医
疗费高昂 呼吁爱心人士伸援手》
（详见1月8日三版），讲述了一名
19个月大的幼儿小豪突患视网膜
母细胞瘤，左眼要摘除，右眼需化
疗，预计高达 20万元的医疗费，
让本就贫困的一家人一筹莫展。
记者跟进采访获悉，在知名政务
微博“@狮城苍狼”的发起和推动
下，网上慈善捐款平台截至昨日
下午记者发稿时，已筹集到爱心
善款 128463元，累计捐款人次达
2709次，加上通过线下电话联系
或银行卡转账的捐款 6万余元，
爱心善款总计达 18万余元，目前
捐款人数和捐款数额仍在持续上
升。
昨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
患病幼儿父亲卢向林。他在电话

里介绍，目前孩子小豪刚完成双
眼眼内第一阶段化疗，化疗结果
尚需一段时间观察。若化疗效果
好的话将进入第二阶段的化疗，
若万一不幸结果不明显的话，将
摘除左眼。“ 孩子才19个月大，都
不会表达，痛了只会哭。”卢向林
说，对于眼前的化疗及后续的手
术，才 19个月大的小豪并不清楚
眼前发生的一切。“疼的时候就一
直哭，不疼的时候也会开心地玩，
孩子的左眼已经完全失明，但是
孩子不懂这些。”
据了解，早在1月10日下午，
因卢向林一家人忙于照顾和料理
孩子，且文化水平本不高等因素，
知名政务微博“@狮城苍狼”帮助
卢向林一家在网上紧急发起慈善
捐款。很快，名为《幼儿突患视网

石狮市医院成功
开展
“经皮肝脓肿穿刺置管引流术”
本报讯 目前，石狮市医院感染
科已熟练掌握经皮肝脓肿穿刺置管
引流术应用于肝脓肿的治疗。
近日，石狮市医院感染科迎来
一位“反复发热、肝区闷痛10余天”
的中年男性患者，经CT检查，发现
患者肝内有一巨大液性包块。结合
血常规等检查，医生考虑“肝脓
肿”。他们立即对该患者行“经皮肝
脓肿穿刺置管引流术”。在超声科
的协作下，医生置入PTCD针，从患
者肝内抽出脓性积液近700ml。术
后，患者随即腹痛缓解，体温逐渐恢
复正常，经细心治疗康复出院。
什么是肝脓肿？肝脓肿是细
菌、真菌或阿米巴等多种微生物引
起等肝脏化脓性病变。引起肝脓肿
最常见的细菌是大肠埃希菌（多见
于经胆道途径）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多见于经肝动脉途径），其次为链
球菌属和类杆菌属等。细菌侵入肝

膜母细胞瘤，左眼摘除右眼化疗》 断的爱心捐款之外，还有诸多的
的捐款发起项目，得到了 98名爱 爱心人士留言鼓励小豪及他的家
心人士的实名认证，并迅速在朋 人。“ 加油，勇敢的孩子”“ 赶快好
友圈广为转发和分享。此外，“@ 起来吧，孩子”“希望你早日康复”
狮城苍狼”通过微博推送的爱心 “坚持治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救助信息，累计阅读量达 80万人 “加油宝贝，你还这么小，老天会
次。
保佑你没事”……
“@狮城苍狼”接受采访时表
虽只在电话中采访了卢向
示，“ 每一次捐款，无论数额大小 林，但是通过他的同事在朋友圈
都是雪中送炭；每一次转发和分 的留言，看得出来卢向林是一名
享，都是在传递爱心，调动和接力 忠厚踏实、工作勤奋的人，基于卢
更多的爱心参与。”记者注意到， 向林儿子的不幸经历及他的人
由于网络的传播范围和速度极 品，卢向林的同事们在网上奔走
快，这次爱心的发起源于石狮，却 相告，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伸
不仅仅局限在石狮传递。据不完 出援手。本报也呼吁更多的爱心
全统计，北京、澳门、福州、泉州等 人士参与到爱心接力中，帮助小
地的爱心人士也积极参与其中， 豪渡过难关，毕竟孩子只有 19个
进一步扩大了慈善捐款的范围。 月大。
在慈善平台上，除了源源不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谢少雄）

我市鼓励青年官兵在军营建功立业

脏主要途径有门静脉、直接经胆道
上行、肝动脉等。糖尿病、胆囊结
石、阑尾炎或肿瘤等患者常因因饮
酒、着凉、过度劳累等导致的抵抗力
低下，或者外伤，易诱发肝脓肿。医
生介绍说，肝脓肿若不积极治疗，死
亡率高达10-30%，严重危害患者身
心健康。肝脓肿上除了抗感染治疗
外，最重要的是行“经皮肝脓肿穿刺
置管引流术”。该项新技术有如下
优点：术后患者体温迅速恢复正常，
脓肿逐渐吸收，预后良好；此手术为
微创手术（在超声或CT引导下，将
细如静脉输液管的PTCD导管置入
脓肿腔内，引流出脓液）；术中出现
出血等并发症少；术后第二天即能
下床活动，基本不影响患者日常生
活；相对于传统手术，费用低廉，疗
程缩短。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蔡茂
胜 张传眺）

2018 年首场无偿献血工作结束

367 人次献血 献血量 73400 毫升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人
武部副部长齐建伟带领永宁镇
镇村专武干部，来到该镇港边
村现役军人张盟水的家，把一
张装了镜框的三等功喜报，送
到张盟水的母亲林丽珠的手
上，以表彰她儿子张盟水在部
队的优异表现。
张盟水入伍已经 11年，
在浙江金华某部服役，三级
士官。张盟水在部队表现突

出，入伍第一年就入了党，每
年都被单位评为优秀士兵、
优秀士官。据林丽珠介绍，
张盟水是她的长子，二儿子
张清渊也当过兵，如今已经
退伍，在石狮一家房地产公
司上班。“ 我两个孩子都很优
秀，尤其是老大盟水，他不仅
是我们家族的骄傲，也是港
边村人的骄傲。”林丽珠说，
她丈夫张宗梁去年因病去

世，她很伤心，但如今孩子的
表现让她感觉很欣慰。
齐建伟表示，石狮籍青年
官兵在军营立功受奖，给他们
的家庭也是给石狮市争了光，
就应该受到表彰，让官兵本人
和家人都能获得荣誉，也让军
人这个职业更加得到社会的尊
重。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胡
盛喜 文/图）

船艇大队开展跳帮训练

本报讯 2018年首场献血活动
结束。结统计，两天时间，全市共有
367人次参加无偿献血，献血量
73400毫升。
据介绍，根据《中共石狮市委办
公室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认真做好2018年度全市无偿献血
工作的通知》，为确保我市公民无偿
献血工作的有序进行，我市于1月

11日-12日在石狮市医院旧食堂三
楼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本次参与活
动的系统和单位主要有：宣传系统
党委、交通城建系统党委、国资中
心党委、政府综合系统党委、农办
系统党委、金融局、兴业银行、农商
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工商银行、泉州银行、民生银
行、人民银行、邮储银行等。为做
好此次无偿献血工作，各单位都积
极动员和组织本部门适龄（18-55
周岁）公民参加无偿献血活动，确
保完成无偿献血的工作指标。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蔡静
莉 张奕群）

食品安全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 为加强幼儿的食品安
全教育，保障校园师生舌尖上的安
全，1月 11日下午，凤里街道市场
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应邀来到石
狮市实验幼儿园，为孩子们开展了
主题为“食品安全我知道”的教育
活动。
活动中，幼儿园老师通过教小
朋友们唱儿歌、看图片、做小游戏等
形式，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卫
生习惯，拒绝“垃圾食品”，自觉抵制
假冒伪劣食品和“三无”食品，学会

识别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
法。接着，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
人员通过实物展示，教孩子们辨别
“三无食品”，并结合情景剧，教育孩
子们要按量点餐，加入“光盘行动”，
做一个爱惜粮食的好孩子。最后，
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还通过简
单的游戏“你说我比”，与孩子们进
行互动交流，让孩子们了解食品安
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记者 刘巧丽 通讯员 蔡良
洲 蔡菲男）

两单位联办乒乓球友谊赛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电力公 元军等参加开幕式，并为比赛开球。
司、市交警大队联合举办“践行十九
据悉，举办本次乒乓球友谊，旨
大，乒坛展风采”乒乓球友谊赛。国 在增进双方的了解和情谊，增强团
网石狮市供电公司总经理林建昌、党 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委书记龚国兴，市交警大队大队长戴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黄集昌）

本报讯 为强化官兵海上
执法执勤战术技能，1月12日，
船艇大队组织官兵开展跳帮训
练，助推岗位技能练兵活动的深
入开展。
训练中，该大队精心挑选业
务熟练的士官担任教员，采取边
讲解边演示的方式，选取5名官
兵组成跳帮示范小组和违法犯罪
分子。在教员的指挥下，示范小
组全面展示跳帮部署、准备、警
戒、掩护、搜索、抓捕、带离等基本
战术动作。教员结合示范小组的
动作，详细讲解了跳帮的各项战
术动作、战术要求和注意事项，并
告诫官兵要时刻保持“实战”意
识，将紧张感、危机感带入每一个
动作中。参训官兵们在教员的指
导下，按步骤、分环节进行了反复
训练，战术动作、实战意识、战术
素养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在训练
间隙，该大队还围绕“如何在跳帮

过程中运用警务实战技能提升抓
捕水平”进行了讨论，并就讨论结
果与教员进行了交流，进一步充
实了官兵跳帮相关战术动作的理
论水平。

通过训练，进一步巩固和提
升了官兵的战术动作和战术素
养，为有效处置海上突发事件奠
定了坚实基础。（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李维斌 文/图）

花菜大丰收 农民乐开怀
本报讯 “今年的花菜长得很
好，别看我这 2亩地，可以收成
2000多斤呢。”正在采摘花菜的农
民林大爷高兴地说。1月10日，记
者途经蚶江镇石壁村，看到村民们
在田里忙碌地收花菜。
记者了解到，石壁村村民林大
爷一人种了2亩花菜，亩产达1000
多斤。这阵子，每天都有100多斤
花菜被客商收购，收益不错。林大
爷告诉记者，今年花菜的收成远远
高于去年，市场价格每斤 1.3-1.5
元，比去年高出 0.5-0.6元。这些
花菜主要销往本市。预计采摘工
作于本月15日结束。
（记者 刘巧丽）

2018 年石狮首场
土地拍卖会结果出炉
本报讯 2018年石狮首场国有建设用地拍卖
会12日下午举行，我市再度以“限房价、竞地价”
的方式，拍出三宗住宅和商服用地，三块地合计拍
出180100万元。
此次出让的三块地，都在宝盖镇铺锦村。其
中，编号为“2012-18-02号”的地块位于子芳路西
侧，宗地面积54290㎡，起始价44200万元，并要求
竞得者配建独立幼儿园，建设用地面积不少于
8000㎡ ，办 学 规 模 不 少 于 18班 。 编 号 为
“2013-13-01号”和“2013-13-02号”的两块位于
西洋公园南侧，前者面积46336㎡，起始价38000
万元；后者面积49159㎡，起始价40000万元。
三块地都采取“限房价、竞地价”的方式拍卖
出让，限定住宅最高销售均价为毛坯房10010元/
3010元/㎡。拍卖结果，三块地报
㎡，精装房价格1
价都未触及上限价，不过最终的楼面价还是刷新
了本地的高度。
具体来说，“2012-18-02号”地块被已在本地
开发的某房企获得，总价54100万元，楼面价为
3986元/㎡。另两块为新进入我市的某上市房企
所竞得，其中“2013-13-01号”地块总价58100万
元，楼面价达到5015.53元/㎡；“2013-13-02号”地
块更是拍出了 67900万元的总价，楼面价高达
5524.93元/㎡。
（记者 康清辉）

首届
“闽台缘”
杯
文化创意大赛在泉州举行
本报讯 1月12日下午, 首届“闽台缘”杯文
化创意大赛颁奖活动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主办，台湾文化创
意产业联盟、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泉州工艺美术
职业学院、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协办。
据悉，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自2016年被国家文
物局列为“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
位”以来，深入挖掘藏品文物内涵，融合闽台文化元
素，逐步开发实用性和创新性兼具的文创衍生产
品，进一步推广、宣传博物馆文化。此次大赛于
2017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进行了作品征集，
2017年12月26日对参赛作品进行初次评选，评选
出99件入围作品进入观众评分环节。2018年1月
6日邀请省内及台湾专家对入围作品进行评审。
大赛总共收到参赛作品226件（套），其中实物类25
件，概念类201件。参赛作品来自全国各地高校、
文创企业、文博机构的专家学者、在校师生、专业设
计师、独立工作室等个人及团体（11个省份，17所
高校）。参赛作品形式多样，涵盖了图书类、器物
类、装饰品类、文具类、摆件类等。设计方案充分体
现了馆藏元素、闽台元素、妈祖文化、姓氏谱牒文
化、风土民俗、特色古建筑等，同时在木偶、南音、陶
瓷、香器、龟粿花灯等品类进行创意设计。
经专家评审组一致同意本次大赛一等奖空
缺。评出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鼓励奖
各10名。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曾董超）

石狮消防大队
指导冬春火灾防控工作
本报讯 近日，石狮消防大队到湖滨派出所指
导冬春火灾防控暨消防监督执法工作。
指导过程中，石狮消防大队大队长林建忠通
过查看湖滨派出所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台账、消防
监督检查记录、网上执法数据等档案资料，详细了
解该所近期开展冬春火灾防控及消防监督检查执
法工作情况，重点就冬防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执
法工作存在的问题、相关法律文书的制作下发及
网上执法系统的录入等工作进行指导，并针对提
出的业务疑问一一进行解答。通过指导，有效提
升湖滨派出所消防监督执法工作水平，有力督促
消防工作责任落实，切实推动基层冬春火灾防控
暨消防监督执法工作的深入开展。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李晓澜）

晋江废弃厂房起火
内有高压氧气瓶
本报讯 1月12日8时35分，晋江新塘街道荆
山社区锦盛厂一层仓库起火。接到报警后，晋江
消防陈村中队立即调集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处置。
消防官兵到场后，发现厂房顶层窗户冒出滚
滚黑烟，内部火势较大，火焰熊熊燃烧。厂房内部
有高压气瓶，情况十分危急。消防官兵立即对卷
帘门进行破拆，对两处着火点进行扑救。同时，把
厂房内的高压氧气瓶转移至安全区域。9时32
分，火势完全扑灭。
据群众称：着火的是一间废弃的厂房，机台已
经收购转让，火灾可能是气割机台掉落的火花引
燃地面油渍引起的。
目前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吴文霞 黄毅龙）
（上接一版）据数据统计，2017年来，石狮法
院共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变卖）547宗
被执行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两大类别，涵盖二
手汽车、工业厂房、商业写字楼、商品房、布料原材
料、机器设备等种类。目前，已经成功拍卖（变卖）
成交 415宗，成交率达 75.87%，成交金额合计
33888.7665万元。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林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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