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日惊喜他日惊喜
打算多打几份工，养大三个娃

12日下午，张超紧紧抱着出院手续和发票，独自一人
坐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门口。他说：“开始知道是双胞
胎的时候，觉得哪怕多做几份工作，也要把孩子养大。”

5年前，他来到四川，接手了姐姐在绵阳北川的打字复
印店，和妻子在这里安了家。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
子。这一次妻子怀孕是在今年4月底，“考虑到国家政策允
许，老大也有4岁了，就决定生下来，检查结果居然是双胞
胎。”张超说，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人都很惊喜。

他们一家收入不高，用张超的话说，不宽裕但是够温饱。
虽然3个孩子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但当时他们已经做好了打
算，如果孩子生下来，复印店的收入不够，张超会再去找几份
兼职工作，一定要把三个孩子养大。

··突然早突然早产产
双胞胎降临，只有微弱的心跳

11月7日早上9点多，妻子何女士吃完早饭后，突然觉
得肚子疼，坐在店里休息。“到11点，都没有好转反而更
加疼痛，我当时一下就慌了。”张超记得很清楚，截至那天，
妻子怀孕也只有27周零3天。随后，他立即把妻子送到北
川县人民医院，“心跳很快，觉得要出事。”

医生检查发现，何女士宫口已全开，即将生产。这也
意味着，这对双胞胎是早产儿。

时间就是生命，北川县人民医院立即启动多科合作机
制，组织10多名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当天中午12点27
分，何女士产下体重分别为0.85千克（1斤7两）和0.9千克
（1斤8两）的双胞胎女婴。

极低的体重，没有呼吸，只有微弱的心跳。这对刚出
生的双胞胎情况非常危险。医院在组织全力抢救的同时，
也给绵阳市内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打电话求助。当天下
午2点，这对双胞胎被送往绵阳市中心医院抢救，送进了重
症监护室，并上了呼吸机。

··残酷现残酷现实实
治疗费需数十万，救活希望渺茫

绵阳市中心医院的主治医生介绍，两名婴儿因为是早
产儿，体重均不足一公斤，导致多器官发育不全，当他们接
到两名婴儿时，只有微弱的心跳，经过抢救，才有了呼吸。

“现在，两名婴儿每天还要输血以及采取其他抢救措施，
每天费用在一万元左右。”主治医生介绍，医院会全力抢救，但
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治疗费用至少40万元以上。而且由
于发育不全，婴儿中途极有可能出现其他症状，随时有生命危
险。同时，医生也表示，因为是早产儿，有可能出现脑瘫等严
重的后遗症。

对于张超来说，最大的打击不是几十万的治疗费用，
而是就算进行治疗，还有没有百分之百的希望。“根据医生
的建议，孩子手术成功的几率不大，即使有可能成功，以后
80%也会出现脑瘫情况，我们最怕的是不可预测的未来。”
张超说，如果能保证两个孩子以后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那他会选择拼命去赚钱治疗孩子，“孩子长大了，发现自己
不正常，那是多大的打击。”

··撕心抉撕心抉择择
放弃很容易，但毕竟是两条生命

两个女婴的特殊情况，很快在亲戚朋友中传开了，有
人赶到医院捐赠，但夫妻俩没有接受。后来，有媒体也关
注到了此事，又有一些爱心人士和救助组织找到张超，询
问是否需要呼吁社会捐赠，但夫妻俩还是没有答应。

张超在家里是一家之主，那几天他想了很多，“现在一
年收入几万块，够一家人生活，但接受了捐赠，孩子有可能
治不好，或是严重后遗症，那妻子和大儿子怎么办？”

当时，夫妻俩都知道，他们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在
《自动出院责任书》上签字，这也意味着无法自主呼吸的两
个女儿就此结束生命。但当时他们也很犹豫，面对媒体采
访时，张超曾说：“签字放弃很容易，但毕竟是两条生命，是
自己的骨肉呀。”

就在11日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联系上张超时，他说，
孩子的情况不乐观，治愈几率很小，如果有专业的医疗研
究机构愿意接收用作病例研究，他们也愿意在孩子去世后
将遗体捐赠，“也算是她们换个方式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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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144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攀枝花
良：广元、巴中、广安、遂宁、资阳、自贡、宜宾
轻度污染：资阳、雅安、眉山、达州、南充、乐山、内江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05-135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分
城市为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分
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为优或良。
全省主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体彩

同呼吸

今日
限行 1 6

福彩

明日限行 2 7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6134期开奖结
果：3401861，一等奖0注，二等奖7注，每注奖
金 45399 元，三等奖 150 注，每注奖金 1800
元。（102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中国体育
彩票排列3第16311期开奖结果：841 直选：
5207（213）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
组选6：9451（695）注，每注奖金173元。（581.7
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6311期开奖结果：84149 直选：48注，每注
奖金10万元。（2.68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96111健康热线：
警惕儿童多动症伴抽动症

患有多动症的孩子脚抖不停，注意力无法集中；
患有抽动症的孩子时不时眼角抽一下，或抖一抖眉
毛，看起来像是在装怪，其实他们是不由自主的。作
为两种常见的儿童行为障碍，不管是多动症还是抽
动症对孩子的身心危害都很大，多数抽动症患儿都
会伴有多动症症状，这一点家长们尤其需要警惕。

96111健康热线专家介绍说，多动症和抽动
症是两种不同的行为障碍。多动症属心理障碍性
疾病，多数患儿从婴幼儿期出现容易兴奋、夜睡不
安、喂养不合作等症状。年龄渐大，表现为注意力
不集中，做事不专心，上课小动作多，好说话，动作
不协调等困难，严重者有说谎、打架等不良行为。

抽动症属于神经椎体外系功能缺陷，大多数患
儿的首发症状为很夸张地挤眨眼睛，主要表现为从
眼肌、面肌开始，出现眨眼、摇头、挤眉，继则耸肩、
甩胳膊、踢腿等，常不由自主地发出哼、啊、咳等异
常声音，往往被大人斥责为“装怪相”。这些动作反
复发作，无法自控，若失治误治，病情还会加重。

多动症和抽动症都是疾病的表现，不是孩子
向谁学的，更不是什么“坏习惯”，症状发生是不由
自主的。家长应认识、了解本病，当发现孩子有以
上症状时，应及时到医院诊治，避免给孩子身心造
成更大伤害。

家长若有多动症、抽动症方面的问题，可拨打
028-96111咨询。 简婷婷

11月10日，眉山市青神县
河坝子镇玉蟾村村民樊瑞涛，忙
着整理改建猪圈后的院坝回填
工作。樊瑞涛是土生土长的青
神人，前几年，樊瑞涛长期在外
打工维持生计，去年他回到了老
家河坝子镇。

“去年四五月份，去检查出
来是肝硬化，现在在华西（医院）

拿药吃，每个月要两千多块钱的
药费，现在的病情做不得体力劳
动。”樊瑞涛说。由于家有老小
开支很大，如今又患病在身，经
过民主评议，樊瑞涛家被列为玉
蟾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平时，
樊瑞涛除了种点地就在家里养
殖生猪，这两年生猪行情好，樊
瑞涛也琢磨着扩大养殖规模。
经过本人申请，青神县扶贫和移
民工作局协调，今年9月底缺乏
资金的樊瑞涛顺利拿到了5万
元的小额扶贫贴息贷款。今年
10月底，樊瑞涛将猪圈改建完
成，并购买了一批小猪养殖，目

前，樊瑞涛的养殖规模近 100
头。樊瑞涛说：“要是这百把头
猪出栏的时候达到八块钱一斤
的话，利润就可以达到三四万。”

据了解，青神县有26个市
级贫困村，共有樊瑞涛这样的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6662人，为了
尽快帮助贫困户脱贫，负责青神
县扶贫开发、脱贫攻坚、移民安
置及后期扶持工作的青神县扶
贫和移民工作局的11名干部职
工，立足于自身的本职工作，因
户施策扎实推进脱贫工作开展。

青神县扶贫和移民局副局
长王超说，为了做好扶贫工作，

青神特别注重抓好三点工作。
一是产业扶植关爱到户，会同帮
扶部门驻村工作组，深入贫困村
贫困户家中，研究帮扶举措制
定帮扶计划，确保产业帮扶到
位。二是能力提升培训到户，根
据贫困户的就业能力和就业需
求，送培训上门，开展实用技术
培训跟技能培训，实现居家灵活
就业。三是资金帮扶及时到位，
针对有发展意愿但是资金缺乏
的贫困户，积极落实小额扶贫贴
息政策。

“2015年13个试点贫困村
已经退出，2615名贫困群众已

经脱贫。2016年确保全县剩余
的13个试点贫困村全面退出。
4011名贫困群众全面脱贫！”王
超说，除了立足本职工作外，青
神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心系贫
困群众，拓宽帮贫助困渠道，开
展“百企联百村”、“栋梁工程”等
公益活动，组织动员69户非公
企业通过产业带动、资金帮扶、
解决就业、技能培训和捐资助学
等形式开展扶贫活动，共投入帮
扶资金1891万元，将雷锋精神
落实到位。

冷勇君 杨鹏翼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庆

身边雷锋
时代榜样

争创“岗位学雷锋先进集体”
争当“岗位学雷锋敬业标兵”

产业输血 青神6000群众今年脱贫

为何要放弃？
张超说，最大的打击不是几十万的治

疗费用，而是就算进行治疗，还有没有百分
之百的希望。孩子手术成功的几率不大，
即使有可能成功，以后80%也会出现脑瘫情
况，“我们最怕的是不可预测的未来”。

最初
想救活孩子

现在
家人都理解

华西都市报：得
知两个孩子的身体状
况，最初是如何决定
的？

张超：选择治疗，
尽 最 大 努 力 救 活 孩
子。

华西都市报：家
里条件能够支撑吗？

张超：双方父母
都表示尊重我们的决
定，如果要治疗，愿意
一起承担。

华西都市报：经
过考虑最终选择放弃
治疗，为什么？

张超：一个是考
虑 到 孩 子 存 活 几 率
小，即使手术成功，以
后的后遗症也不是孩
子能够承受的；二是
大儿子才4岁，家中老
小都需要照顾，如果
加上两个身体长期需
要治疗的孩子，家庭
负担非常重。

华西都市报：接
下来怎么打算？

张超：现在最主
要的是把妻子身体照
顾好，带她走出这件
事。

宝贝，对不起
早产双胞胎救治希望渺茫
父母挣扎五天后签字放弃

太可惜
能理解

绵阳市中心医院
8 楼是新生儿科室，医
院里很多人都知道张
超一家的遭遇，对于张
超的选择，大家都表示

“太可惜”，但表示“能
理解”。

“好难得怀上双胞
胎，遇到这样的事情，
家里人肯定很痛苦。”
瞿先生的孩子刚出生
10 天，得知双胞胎孩
子难以存活，他也表示
非常难过，“孩子父亲
的选择能理解，他要对
家庭负责。”

“医院很少遇到这
样的情况，孩子才 27
周，离最低早产时间都
还差一周，太可惜了。”
护士王女士称，她没有
遇到过这样特殊的情
况，根据目前的医疗条
件和孩子自身的身体
状况，想要正常存活下
去非常难。

7日到12日，5天的考
虑，张超最终决定放弃治
疗。12日上午，他一个人
来到医院办手续，但直到
下午2点，他才找到医生签
字。

当记者见到他时，他
正紧抱着一堆出院手续和
发票，坐在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门口，一脸无奈。他
说，这个决定妻子已经知
道，双方的父母也尊重夫
妻俩的决定。

下午 2 点，张超站起
身，走向医院的柜台，弯腰
靠在柜台上，在《住院病人
自动出院责任书》上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并在空白
处写下了“要求拆呼吸机，
自动出院”几个字。他知
道，写下这几个字后，两个
女儿或许很快将离开人
世。

直起身后，张超红着
眼走往电梯，准备办理出
院手续，原本应该按向下
键下楼的他，连着按了三
个向上。“让时间来冲淡，
让时间来冲淡。”走出电
梯，张超嘴里不断重复着
这样的话。出院窗口不少
人正在排队，看着身边女
子怀里哭闹的小孩，张超
突然沉默下来。

在医院大门口，接完
电话后，张超一直低头看
着手机上两个孩子的照
片，迟迟不愿按下锁屏键。

“医院有医生，有护
士，有护理阿姨，会照顾好
她们。”像是安慰自己，张
超抬头看着住院楼，“我不
愿，也不敢再见到孩子。”
下午3点55分，在住院楼
门口停留许久的张超，独
自离开。

旁人怎么说？
对于张超的选择，大家都表示“太可

惜”，但能“理解”。“好难得怀上双胞胎，遇
到这样的事情，家里人肯定很痛苦。”刚当
爸爸的瞿先生说，“孩子父亲的选择能理
解，他要对家庭负责。”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6311期开奖结果：398，单选1079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
选6，2288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6133期开奖
结果：红色球号码：15、22、21、27、33、16，蓝色球
号码：15。一等奖 26 注，单注奖金 5803188
元，其中：一等奖复式投注4注，10803188（含
派奖5000000元）。二等奖242注，单注奖金
107866元。滚入下期奖池资金1035115770
元，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44999984元，六等奖
派奖奖金余额26309382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
果为准）

12 日下午 2
点，绵阳市中心医
院，34岁的湖南人
张超（化名）在《住
院病人自动出院责
任书》上签下自己
的名字。“要求拆呼
吸机，自动出院”，
张超靠着医院的柜
台，弯腰紧攥着笔，
在空白处写下这一
行字后，仿佛用尽
了所有的力气。当
他直起腰时，眼睛
已经红了。

5 天前，他的
妻子何女士生下了
一对双胞胎女儿。
27周 3天，早产，
体重分别不足1公
斤，只有微弱心跳，
一出生就上了呼吸
机。医生告诉张
超，孩子要想活下
来需要手术，并且
需要数十万的治疗
费用，但即使手术
成功，也有很大几
率患上脑瘫等严重
的后遗症。

张超一开始曾
想过要拼命让两个
女儿活下来，曾有
好心人通过媒体为
他呼吁捐赠，但最
终他决定拒绝。他
说，最大的问题，不
是巨额的治疗费，
而是两个女儿不可
预测的未来。如果
能保证孩子以后能
像正常人生活，他
一定会拼命筹钱。
但他和妻子还有一
个已经 4 岁的儿
子，家庭并不宽裕，
而两个女儿治愈的
几率又很小，他和
家人商量后，最终
做出了放弃治疗的
决定。

华西都市报记者刘虎
摄影报道

独自一人签字
不敢见孩子
最后一面

对/话

旁/议

双胞胎在医院接受治疗。

张超签下责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