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孟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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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救治脑瘫患儿侧记
让瘫痪12年女孩站起来

安贞职工唇枪舌战辩“尚德”

“叔叔、 阿姨， 谢谢你们！”
在北京市垂杨柳医院的骨科病
房， 脑瘫12年的石陪媛在手术取
得成功后一再向为她诊疗的医生
和护士表示感谢， 并在出院时和
他们依依不舍地再见。

女孩从小被诊断为脑瘫
今年3月， 北京市垂杨柳医

院的骨科病房中住进了一名特殊
的患者， 她是来自甘肃陇南的12
岁姑娘石陪媛。 刚住进医院时，
瘦弱的她不言不语， 只是躺在病
床上看天花板。

爷爷石建成说， 石陪媛8个
月大的时候被诊断为脑瘫， 12年
来不能自己站立、 行走。 这次来
京是专程来找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骨科特聘专家徐林教授， 为石陪
媛治疗四肢畸形。

“石陪媛是个苦命的娃。 ”12
年前的一个大年初三， 石建成因
为家中有土木活， 凌晨开着自家
拖拉机上山拉沙子。 那时天刚蒙
蒙亮、四野无人，山中忽然传来婴
儿的啼哭声， 石建成赶紧放下手
中的活儿，循声寻找。石建成老人
回想起来说：“胆小一点的人都不
敢上前呢。天也黑，我站在那里连
喘气都不敢，等听真切了，才敢去
找。就在那沙山的顶上，一个纸箱
子里找见了这娃。 ”

石建成赶紧用自己的外衣将
孩子裹了， 急匆匆赶回家。 到家
后， 孩子高烧不退， 这下可让石
建成老人全家犯了难。 石建成当
时已年过六旬， 家中有儿有女，
这孩子什么身世？ 救不救？ 面对
这些问题， 石建成一咬牙： 人命
关天， 咋能不救！ 他二话没说便
收拾了钱款 ， 带孩子上医院看
病。 到了医院后， 医生抢救了七
天七夜， 终于控制住了病情， 又
经过20多天住院治疗， 孩子终于
痊愈出院。 老人给这孩子起名：

石陪媛。 8个月后， 石建成夫妇
发现， 小陪媛不像同龄孩子那样
能 “三翻六坐八爬 ”。 就医后 ，
石陪媛被诊断为重度脑瘫。

12年奔走为女孩求医
“这娃娃是我心头的一块肉

啊。 ”石老爷子常与人念叨，在接
下来的12年里， 石老爷子四处奔
走为孩子治病。为了来京求医，他
变卖了老家的房子，终于有一天，
听当地朋友的介绍说北京的骨科
专家徐林教授是治疗这种疾病的
专家。 于是石建成老爷子再一次
筹钱来京找徐教授治病。

徐林教授是国内外著名骨科
与显微外科专家， 是中国科学院
院士陈中伟教授带出的我国第一
位骨显微外科博士， 他完成的各
类骨科手术超过两万五千余例，
其中脑瘫手术超过万例以上， 被
国内外同道誉为 “东方脑瘫外科
之父”。 如今特聘为北京市垂杨
柳医院骨与关节疾病中心主任。

在得知石陪媛的故事后， 徐
林教授很感动， 虽然知道石陪媛
已经错过了治疗骨病的最佳年龄
段， 但是徐教授仍尝试为孩子进
行治疗。 他与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矫形外科主任赵巍， 共同为石陪
媛制定诊疗方案。 经过一系列检
查， 他们发现， 石陪媛能够像正
常人一样交流， 具有很好的逻辑
思维能力， 但是石陪媛的脑瘫影
响了她的运动神经， 导致了全身
肌肉僵化像个木头人， 双脚成剪
刀样交叉在一起， 脚尖直立不能
正常下地行走。 同时也引起了脊
柱侧弯、 旋转畸形， 髋关节发育
异常， 足部马蹄形畸形。

手术后女孩将能站起来
由于石陪媛此前进行过矫形

手术， 徐林和赵巍两位主任一致
认为， 当务之急是要降低石陪媛

的肌张力， 再通过术后的恢复性
训练矫正已经畸形的骨骼， 促使
其正常发育。 具有多年临床经验
的矫形外科主任赵巍说： “我们
希望通过手术， 降低肌肉张力，
再巧妙利用女孩子12周岁期间的
发育高峰期， 再结合正规的术后
正畸训练， 矫正骨骼， 最终让孩
子能够自己行走。”

3月17日上午， 徐林 、 赵巍
在垂杨柳医院为孩子进行了SPR
手术 ， 即选择性脊神经根切断
术 ， 旨 在 将 神 经 束 中 病 变 的
神 经 根进行选择性切断 ， 降低
肌张力。

记者了解到， 在手术的过程
中， 正确选择病变的神经根很关
键， 一旦选错、 切错， 就会造成
石陪媛半身截瘫， 别说治好病，
孩子这辈子将再也无法站立。 两
位专家虽然有丰富的经验， 仍不
敢掉以轻心， 在场的主刀专家、
麻醉师、 护士们密切配合， 两位
专家更是目不转睛地在手术台旁
进行了近四个小时的高难度手
术， 最终手术取得成功。

术后的石陪媛明显与医务人
员熟稔亲热了， 她也能像病房里
的其他患者一样， 躺在床上自行
查阅床旁平板电脑的信息和玩游
戏。 石建成老人看到孩子终于能
自己动手动脚， 更是对医院的治
疗团队感激涕零： “等伤口差不
多好了， 我们陪媛就能出院啦，
回到家里我们一定好好让她训
练。 感谢垂杨柳医院的专家们，
不仅减免了费用， 还让我们娃能
站起来了！”

在石陪媛出院的那一天， 垂
杨柳医院骨科的医生、 护士们帮
她换衣服、 收拾东西， 一直送到
大门口， 并叮嘱着出院后的注意
事项 。 “叔叔 、 阿姨 ， 谢谢你
们！” 小女孩的一声道谢， 触动
了每一个人的心。

5月5日 ， 朝阳区安贞街道
“‘贞’ 锋相对 辩扬尚德 ” 辩论
赛决赛暨移风易俗启动仪式举
行。 辩论赛以 “道德文明自律更
重要还是他律更重要” 为辩题，
街道中心幼儿园代表队、 街道总
工会队等8个代表队参加了本次
比赛。

活动一开始， 大屏幕上就播
放了视频短片， 选手们第一次见
面、培训学习辩论技巧、第一次参
加正式的比赛、 剑拔弩张地初赛
现场……这些代表着选手们辩论
历程的画面，展现在观众眼前。

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 比
赛正式开始。 代表队的选手们各
个慷慨陈词， 根据自己的观点有
理有据地进行论证， 每个人都使
出浑身解数对对方的观点进行剖
析、 反驳， 激烈的场面引得台下
观众连连叫好。

据了解， 这是此次辩论赛的
收官之战。 整个比赛从4月中旬
开始接受选手线上报名， 已经进
行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共享单
车现状是否是国人素质的体现”
“家风是否过时” 等都是曾经的
辩题。

“虽然赛场上针锋相对 ， 但
是我们都是为了让更多人引发对
于问题的思考， 不要片面地看待
问题。” 组织此次辩论赛的工作
人员介绍说。

辩论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 ， 线上针对辩题展开全民讨
论， 线下通过居民单位自愿报名
方式， 选出8支参赛队伍， 在辩
论中积极宣传、 引导、 教育和组
织群众。辩论赛结束后，一场别出

心裁的快闪环节亮相。随后，石油
出 版 社 等 队 伍 纷 纷 说 出 他 们
的宣言。

“辩论赛目的在于引导地区
群众、 企业职工、 部队官兵、 在
校学生、 机关干部积极参与道德
实践 ， 辨析发生在身边的人和
事， 教育引导社区群众从自我做
起、 从细节做起， 自觉杜绝不文
明行为 ， 提升地区道德水平 。”
安贞街道纪工委书记董雪梅说。

□本报记者 盛丽

5月5日， 京港地铁M地铁·
影廊项目在地铁4号线宣武门站
举办主题为 “@所有人 看路 ，
看世界” 的 “丝绸之路” 主题影
像展。

M地铁·影廊是京港地铁于
2016年发起的大型文化类公益项
目。作为京城首个地铁影廊，M地
铁·影廊充分利用地铁媒体空间，
打造地铁内的影像展， 让乘客在
出行的碎片化时间内， 足不出地
铁感知、体验各类风情文化。

活动当天， 随着4号线宣武
门站内主题区域海陆两条 “丝绸
之路” 的点亮， 此次主题影像展
随即开启。 此前曾漫游丝绸之路
的摄影家还将在 5月 10日举行

的M地铁·影廊摄影大咖分享会
上， 与大家分享相关照片背后的
故事。

为让更多乘客领略到丝绸之
路沿线的风土人情， 京港地铁将
4号线宣武门站打造成主题车站，
展示荷兰、 意大利等12个国家、
地区的建筑 、 美食 、 风景 、 文
化 ， 给乘客带来别样的文化体
验。 同时， 5月5日起， 一列专列
也开始在4号线及大兴线上开出，
通过照片集中展示丝绸之路上的
异域风情 、 人文美食 、 历史变
迁、 现代发展。 此外， 京港地铁
运营的4号线、 14号线、 16号线
沿线多个车站的灯箱也进行照片
展示。

5月 5日 ， 由 “2017北京榜
样” 大型主题活动组委会、 未来
网等联合开展的 “学榜样我行
动———第六届绿色离校·绿色感
恩” 大型环保公益活动在北京师
范大学启动。 这也是 “2017北京
榜样” 大型主题活动启动后的首
场 “学榜样我行动” 公益活动。

“绿色离校·绿色感恩” 项目
是由 “2016北京榜样” 获得者陈
文森2012年在西南石油大学毕业
时发起， 项目自启动以来， 引导
近百万学子参与到环保活动中；
累计回收书籍53万余册、 衣物36
万余件、 塑料瓶31万余个、 学习
电子其他产品5万余件等。

据了解， 这些物品通过爱心
店铺的低价售出， 或是免费捐赠
给在校师生 ， 或是寄往偏远山
区， 受益人数近百万。 该项目被
全国300多所高校 、 中学1000多
个社团热情践行。

此次大型环保公益活动将在
校园青少年学生中传递榜样力
量， 继续以 “绿色行动滋润母校
多彩青春永不散场” 为主题，以
“环保、感恩”为主线，主推“校园

爱心传递” 图书漂流活动、“衣起
公益” 衣物循环利用活动、“益暖
童心” 以公益带动公益的塑料瓶
活动、“青春正能量” 摄影大赛以
及 “与爱同行”DV校园采访等系
列活动。

活动现场， 90后博士科技助
老圆梦公益的 “2014十大北京榜
样”、 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张佳鑫，
坚守十年公益法律援助的 “2015
北京榜样”、 中同律师事务所律
师欧阳继华， 用忠孝之心回报慈
母情的 “2016十大北京榜样 ”、
密云广电中心主持人张博研， 90
后女孩扎根农村诚信经营放心葡
萄的 “2016北京榜样” 杨慧琦和
大学生志愿者代表现场发表了
“北京榜样” 宣言。

□本报记者 盛丽

５月６日和７日， 北京精诚教
育集团举办了第九届北京少儿教
育庙会， 今年的庙会不仅保留了
抖空竹、 扎风筝、 七巧板、 二手
物品置换等传统节目， 而且新添
了川剧变脸、 画兔儿爷、 制作毛
猴等项目，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
下动手制作体验非遗项目， 近距
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此外，“牵手大凉山” 公益活

动项目当天也正式启动， 现场采
取爱心义卖的形式， 为大凉山孩
子来精诚实验小学过夏令营募集
路费。据集团副总裁、该项目负责
人宋维萌介绍，“牵手大凉山”项
目计划在2017年暑期邀请大 凉
山30名失依儿童走出大山看北
京，通过两地的手拉手活动，让大
凉山儿童体验京城生活， 结识北
京小伙伴，身临不一样的课堂。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北京榜样 宣传环保公益

地铁专列 感受丝绸之路魅力

教育庙会 中外少儿画兔儿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