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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别哭，我不疼！”
家住
街道屿后西社区的黄邦
为听到女儿婷婷（化名）稚嫩的
声音，
话未出口，
已是泪流满面。
去年，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噩运突降，
12岁的婷婷被确诊为
尤文肉瘤，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
恶性肿瘤疾病。为了治好婷婷的
病，黄邦为一家人短短数月就花
掉 50多万元医疗费，但要保住婷
婷的命却至少还需 60多万元。面
对这样的打击，黄邦为一家选择
坚强，
决定与命运抗争。“再苦再
难，
爸爸妈妈也绝不会放弃你！”

议二人带婷婷去福州。
在福州附一医院进行了紧急
手术后，婷婷捡回来了一条命，但
手术后出现的肠梗阻也给弱小的
孩子带来持续 30多个小时的剧
痛，医生用上了最强的镇痛剂都
无济于事。善良的婷婷强忍住泪
水，把手都掐出了血也不哭不闹，
生怕吵到同病房其他人。
辗转求医后，在北京大学首
钢医院，婷婷被确诊患上尤文肉
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刚
听到这个结果时，黄邦为夫妻蒙
了：
“孩子这么小，怎么会得这样
的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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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婷婷转到北京大学首
今年 9月 11日上午，婷婷按
钢医院接受一线方案化疗，黄邦
时来到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验血室
为的妻子带着女儿住在医院附近
抽血，她自己挽起袖子，将右手放
的一个出租房里。看着孩子承受
在手枕上，身子依偎在母亲怀中， 病痛的折磨，小手小脚都是密密
既不哭也不闹。据了解，
婷婷接受
麻麻的针眼，每次检查都会撕心
这样的反复检查和化疗已持续整
裂肺地哭出一身汗，大人却无能
整一年了。
为力，
“吃一口吐一口，婷婷已经
黄邦为和妻子都是
街道
从 80斤瘦到了现在的 60斤！”
屿后西社区的居民，两人结婚后
据了解，正常人的白细胞值
不久就先后生下一男一女，一家
是 4000-10000/
ml
，而婷婷化疗
四口的生活原本幸福美满。但到
后低至 900，免疫力急速下降，易
了去年 10月，女儿婷婷突然摸到
患各种感染性疾病。婷婷身体虚
自己右腹部中有一个不痛不痒的
弱得睁不开眼睛，经常吃不下饭，
硬块。
吃了带点荤腥味的都会吐出来。
黄邦为夫妇本以为是小朋友
虽然年仅 12岁的婷婷对自
的肠胃出了问题，可没过几天，婷
己的病没太多概念，但看着每天
婷腹部开始剧痛，夫妇一下子就
以泪洗面的妈妈，她总会安慰：
紧张起来，赶忙带婷婷前往中山 “妈妈你别哭，我不疼！”婷婷是
医院检查。医生在看了 CT后，
建
个爱美的小女生，热爱唱歌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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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tr) 做生意本来是一件
你情我愿的事情，但许某明卖东
西的手段却很是“非主流”——
—
2013年至 2018年，他在湖里区
围里社以威胁手段多次强迫附
近的餐饮店店主向其购买啤酒
和鱼类。这样触犯法律的行为当
然不被容忍，近日，许某明因犯
强迫交易罪而获刑一年十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据悉，许某明的生意 “特
别”，靠的是威胁的手段。在围
里社经营大排档的罗某，就在许
某明的威胁下，找他买了 67万
余元的东西；黄某经营的火锅
店、
杨某夫妇经营的饺子馆也因
许某明的威胁行为，分别与他产
生了 1.
3万—2.
9万元不等的交
易金额。

买卖过程中沟通问题很正
常，但许某明处理方式却是动
手。2018年 12月，许某明与火
锅店店主黄某因购酒问题发生
争执，
随后许某明对黄某大打出
手，
导致黄某头部轻微外伤。事
后，
许某明因殴打他人被厦门市
公安局湖里分局处行政拘留十
日，
并处罚款五百元。
2018年12月28日晚，许某
明被公安机关抓获。近日，湖里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湖里法院
认为，
被告人许某明采用威胁手
段多次强卖商品，情节严重，其
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湖里法
院做出一审判决：许某明犯强迫
交易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
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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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导致严重掉发，在意形象的
婷婷轻声问了句：
“妈妈，我的头
发呢？”一旁帮她梳头的妈妈，看
着大把大把掉下来的头发，双手
颤抖、
泣不成声。
在经历 9次艰难的化疗后，
婷婷的肿瘤还是在原位复发了，
主治医生重新制订化疗方案。二
线药物更加强烈，上药时间更加
密集，幸运的是，经过三次的二线
治疗，婷婷几个小的肿瘤已经不
见，
较大的肿瘤也在缩小了。“因
为尤文肉瘤是非常规恶性肿瘤，
不排除会有新的状况，如果一切
顺利最后还需放疗巩固，而且以
后每三个月都必须到北京复查。”

bcdRefghij
目前，黄邦为的妻子独自一
人带孩子在北京，举目无亲，每天
奔波在医院和出租房的路上，家
中的儿子由奶奶照顾。黄邦为只
能北京和厦门两头跑，到处筹借
治疗费用，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
７ 月，黄邦为的儿子因为感冒发
烧没及时治疗，导致听力下降；
8
月，一向身体挺好的奶奶竟查出
了肺癌，这一老一小的病让这个
家变得更七零八落了。
“婷婷生病以来我们已花费
50多万元，家庭原本就没什么积
蓄，身边朋友能借的也借了，现在

每月报销后还需自费 3万多元药
费，在北京还得负担高昂的租房
和生活费用，面对后期大几十万
的医疗费用，还有一老一少等着
救治，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黄
邦为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在家照顾
孩子，黄邦为夫妻都放弃了工作，
而为了筹集医药费，全家人四处
奔波。在此，
我们呼吁广大社会爱
心人士向这个家庭伸出援助之
手，让孩子的生命得以延续、艰难
的家庭感受温暖。有意向的爱心
人士可致电本报新闻热线
0592-8080000联系捐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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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qr) 经营一家手机店，老
婆怀上二胎，王某竟犯糊涂连续
实施入室盗窃。11日，江头派出
所民警赶赴三明，将王某抓捕归
案。落网后，王某悔恨交加，表示
可能看 不到 他 的二 胎宝 宝出 生
了。
10月9日下午，江头街道某

居民小区连续发生两起入室盗窃
案件。接到报警后，
社区民警林恒
伟带领队员连续调阅了12个小时
的社区监控，发现一名背双肩包
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在湖里
分局刑 侦大 队 及网 安队 的 支持
下，
民警发现嫌疑人逃至三明。
10月11日中午，林恒伟和同
事刘斌一起赶赴三明，并于当天

下午抓获王某。王某交代，
他因为
最近手机店经营不善、亏损严重，
一时糊涂，就趁居民外出时撬门
实施入室盗窃，共盗走一台笔记
本电脑、一台i
Pad及价值2000多
元的港币、韩币，涉案价值共计
1.
2万余元。目前，
王某已被刑拘，
案件正在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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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3名来自湖北的游客中的
两名男子，在珍珠湾海边玩水时
溺水。据同行女子称，
他们来自武
汉，
溺水的是她丈夫和朋友，都不
会水，
两人下水后越走越远，不慎
发生溺水。珍珠湾的救生员救起
一名男子，
120急救人员很快赶

来，
将男子送往第一医院救治。
随后，对另一名男子的搜救
持续进行。下午 3时左右，
接到求
救信息的厦门曙光救援队 19名
队员携带救援设备也赶到现场。
之后，
救援队员找到另一名男子，
不幸的是他已没有生命迹象。
14日 10时许，也有一名五

六十岁男子在白城海域游泳时发
生溺亡。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提
醒，外地游客切勿在陌生海域贸
然下水，如果想要游泳戏水可到
海滨浴场，这样的浴场都配备有
救生员，发生意外能第一时间得
到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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