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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扫一扫，加入今日女报
公益 QQ 群

给“站不起来的孩子”一个“奔跑的明天”
肢残患儿最高可获 5 万元资助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实习生 刘聪 通讯员 姚家琦 李雅雯

善行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是 5 岁小
女孩芸芸（化名）近 4 年来过得最开
心的一个儿童节。一岁半时，她踢到
路边的一块石头摔了一跤，从此左小
腿反复骨折，不能行走。就在今年 5
月 30 日，芸芸第六次来到湖南省儿童
医院，医生告诉她“现在可以无痛行
走了”。
女儿有站起来的希望，但芸芸的父
母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后期的治
疗还很漫长，尤其要面对求医所带来
的高额债务。
幸运的是，“奔跑的明天”公益行
动来到了芸芸的身边，不仅将为她减
轻债务，也将为湖南全省患有肢体残
疾的贫困儿童带来“奔跑的希望”。

反复骨折女孩，终于重新站立
5 月 30 日这一天，5 岁的芸芸第六次来到湖南。“孩子的假
关节已经完全愈合，现在可以无痛行走，恢复情况很好，您放
心！”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伍江雁查看完芸芸的恢
复情况后，拍着芸芸父亲陈明的肩膀说，
“但还是要佩戴好支具，
预防骨折、定期随访，后期治疗的过程还很漫长，我们要一起
努力。”
听到这一消息，陈明不由得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芸芸出生在浙江丽水青田县一个偏远山村，在同龄人欢快奔
跑跳跃的年纪，她却只能在病房那一方小小的天地里苦苦学习
走路。
一岁半之前的芸芸，除了从背后看走路有些轻微颠跛外，
其他与常人无异——陈明觉得这是小孩在学步阶段都有的问题，
便没有放在心上。
但有一次，芸芸不小心踢到路边的一块石头，摔了一跤，左
小腿胫腓骨向前弯曲近乎成直角。陈明立即将女儿送到县里医
院。陈明当时以为只是单纯的骨折，调理休养就好了，但没想到，
芸芸的左小腿在之后反复骨折，并自此不能行走。
陈明从此带着女儿踏上了漫长的就医之路。2 岁时在温州儿
童医院，芸芸被确诊为先天性胫骨假关节，这个“从来没有听
说过的病”让陈明一家坠入深渊。跑遍了浙江大大小小的医院，
所有的医生都表示束手无策。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生的推
荐下，陈明一家来到了湖南省儿童医院就诊。
2017 年 11 月，芸芸成功完成手术，腿部外面固定着重重的
支架，里面嵌着长长的钢针。尽管痛苦，但因为花销实在太大，
休息了没几天，芸芸便坐着婴儿车回了老家。
对于这个靠种田为生的家庭而言，高昂的手术和治疗费用无
疑是压在陈明和妻子身上的一座大山。辗转就医已经花光积蓄，
最后的存粮也卖掉换成了来长沙的车票。为了筹齐 10 多万元的
治疗费用，陈明一家已经拼尽全力。
如今的芸芸是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病房医护人员的“老朋
友”。手术后 4 个月，芸芸再次来到长沙拆除铁架，此后每隔三
个多月，芸芸就需要来到省儿童医院复查。
今年 5 月 30 日，在湖南省儿童医院里，陈明一边为女儿穿
袜子，一边与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攀谈：“虽然我很穷，但我从
没想过放弃我的女儿，只是可怜她，一出生就跟着我受苦。”陈
明黝黑的皮肤和弯曲的脊背似乎在诉说着他的无奈，却又倾吐
着他隐忍坚持的父爱。
这一天对陈明来说，终于有了两个好消息，一是医生说芸芸
可以无痛行走了，另一个则是他家的债务可以减轻了。5 月 30 日，
“奔跑的明天”公益项目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启动，患有肢体残疾
的贫困儿童将获得 2~5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为交通事故受害者家庭孩子
完成微心愿

湖南省儿童医院院长谭李红（右二）与锐珂医
疗大中华区副总裁滕俐（右一）看望住院小女孩。

帮助肢残患儿努力“奔跑”
通过“奔跑的明天”公益项目受益的不
仅仅是芸芸。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肢体残疾患儿的健康状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奔跑的明天”救助项目由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和锐珂公司联合发起，专门
为贫困肢体残疾患儿提供医疗救助。该项目
不限病种，只要是肢体残疾且在湖南省儿童
医院治疗的贫困患儿均可申请，减免医保报
销后自费部分的 60%。具体资助细则为患儿
医保报销后，自费部分在 2 万至 5 万元以内
的，予以上限 2 万的一次性资助；自费部分
超过 5 万元，予以上限 5 万的一次性资助，
芸芸就是其中一位获得 5 万元资助的患儿。
“从 2014 年至 2018 年，我院收治了肢体
残疾患儿 2320 例。”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副
教授伍江雁介绍，其中，被列为世界儿童骨
科最大疑难症之一的先天性胫骨假关节，高
居收治病例的前三。该院成为“奔跑的明天”
公益救助项目定点医院，也为湖南及周边各
省的贫困肢体残疾患儿带来了“奔跑的希
望”。
“我们希望通过发起这个公益项目，唤
起更多个人、企业、机构给肢体残疾儿童更
多关注与呵护，实现更多肢残儿童的康复愿
望。”锐珂医疗大中华区副总裁滕俐表示，
此次项目旨在与医院达成长期紧密合作，目
前已经拨付了首批善款 40 万元。
湖南省儿童医院院长谭李红介绍，残肢
患儿治疗时间长、费用高，部分家长因没有
经济条件而放弃治疗。医院自 2016 年与“奔
跑的明天”项目开展合作以来，累计救助金
额达 55 万元，为 26 个先天性胫骨假关节、
髋关节脱位、马蹄内翻足等贫困肢残患儿家
庭减轻了负担。
同时，谭李红也呼吁：“希望更多力量加
入公益队伍，让大病患儿家庭可以坚持治疗、
重拾信心。”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记 者 唐 天 喜 通
讯员 刘露）
“谢谢小哥哥小姐姐和叔叔阿
姨们！谢谢你们送给我这么好的儿童节礼
物！”6 月 2 日，长沙县果园镇思思和航
航小朋友高兴地说。
5 岁男孩航航的爷爷和父亲在 2016 年
6 月和 8 月接连遭遇车祸，父亲小腿截肢，
母亲离婚后带着姐姐离开了家。2018 年，
航航爸爸因为脚冷取暖意外失火，旧屋被
全部烧毁。同年政府援建了安居房，一家
四口享受低保。航航的儿童节微心愿，是
想要一个可以坐人的挖掘机玩具。
11 岁女孩思思的父亲前年遭遇车祸，
头部受伤严重，全身多处骨折，重伤昏迷
至今，靠流食维持生命；母亲轻微智障，
年近八旬奶奶视力不好、年迈体衰。小思
思的儿童节微心愿，是想有一个儿童电话
手表。
6 月 2 日，长沙县爱的摆渡人义工发
展中心携手泉塘中学十余名学生和家长一
起给两个孩子送去了挖掘机玩具和电话手
表，帮他们实现了儿童节微心愿。

20 名肝移植患儿
获救助金超 75 万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诗韵 实习
生 刘聪 通讯员 姚家琦）肝移植患者的最
小年龄是多大？在湖南省儿童医院，最小
的患儿仅一个多月大。5 月 30 日，湖南省
儿童医院举行了一场爱心义诊，20 名已经
成功进行肝移植手术的患儿家庭汇聚一堂，
分享康复经验。据了解，为了这 20 名孩子，
该院减免以及慈善救助金额超过 75 万元，
有效缓解了患儿家庭的经济压力。
“肝移植是目前治疗婴幼儿代谢性及终
末期肝病的最有效手段，目前主要治疗的
疾病是患有胆道闭锁的儿童。”湖南省儿童
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尹强介绍，胆道闭
锁是一种儿童特有的疾病，如果在出生后
60 天之内采取正确的手术治疗方式，10 年
存活率大于 70%，若不接受外科手术治疗，
仅 1% 能生存至 4 岁。

江华妇联为贫困儿童
送上“彩虹包裹”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
员 冯梅香）6 月 1 日，永州市江华瑶族自
治县妇联携手明意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县邮政分公司在白芒营镇莲山村举行庆
“六一”献爱心“彩虹行”爱心包裹发放
仪式，给 45 名建档立卡贫困儿童发放了
“彩虹包裹”。
据了解，包裹包含书包、字典、图书、
回音卡等物品，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收到
礼物的小琪（化名）说：
“我会更加努力学习，
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大家的关心，长大后
也要像你们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