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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张偲 美编 刘叙轶 校对 张小宁

2017 年 11 月 14 日

星期二

26年前，善良村民收养遭弃女婴；26年后，灾难再次击中“苦命娃”

如潮爱心助90后女幼师抗争病魔
前天，汉阳区永丰街仙山社区党总支
书记郭永江和社区群干匆匆赶到协和医
院内科住院部， 将5万元爱心款转交给住
院治疗的白血病女孩张缘手中。 截至昨
天，社区群干已陆续为她送去善款90200
元。 张缘接过大家送来的救助金，嘴里不
停地说着“感谢”，眼里闪烁着泪花。

“苦命娃”出生后被遗弃
养父母给了她一个幸福家
今年26岁的张缘，家住永丰街仙山社
区郭家湾。谈起这个女儿，张本社、刘先桃
夫妇忍不住落下了眼泪：“她是个苦命的
孩子啊……”
1991年6月，出生不久的张缘被人遗
弃在一条小路的院墙边， 村民张本社、刘
先桃夫妇婚后一直不育，于是领养了这个
孩子。
张本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平日里不
仅无法劳作， 还得筹集手术、 医药费用。
2006年，张本社的心脏病复发，在医院动
手术，安装了心脏起搏器。 尽管家里非常
拮据， 夫妻俩待张缘如亲生女儿一般，从

不吝啬她在衣食住行、学习教育等方面的
开销，总怕她受了苦。
张缘从懂事起， 就帮着妈妈料理家
务，悉心照顾患病的爸爸，功课也从没让
父母操过心。 虽说彼此间没有血缘之亲，
却情浓于血，小家庭过得幸福、温馨。

为节约费用，张缘回到家中休养。 此时，患
病的爸爸东奔西走，到处筹钱为女儿治病。
今年11月，张缘再次因病情加剧而住院。

刚当上幼师两年
就查出了白血病

本月3日， 仙山社区党总支决定组织
一次“为张缘抗病魔伸援手献爱心”的募
捐活动，号召辖区居民群众、企业送祝福、
献爱心，还在居民服务站门前放置了一个
捐款箱。社区群干、居民代表、爱心企业纷
纷慷慨解囊，给张缘一家人带去一丝温暖
和生命延续的希望。
新八建集团是仙山还建房的一个建
筑商，老总喻友旺获悉后，被张家人的善
良、坚韧所打动。 10日上午，就委托公司
领导将5万元现金送给张缘作治疗费，并
希望她能积极乐观，早日康复。
面对社会各界的爱心和善举，张缘禁
不住落泪：“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回报
社会，报答好心人。 ”
如果您也想帮助这个苦命的女孩，可
致电:

2015年，24岁的张缘成功考入蔡甸
区新农幼儿园， 成为一名带编制的幼师。
仅2年，灾难再次击中这个女孩。今年5月，
张缘被检查出患有白血病。
懂事的张缘不忍看到父母伤心，她乐
观面对病痛， 苍白的面容始终带着微笑。
张本社、刘先桃暗下决心：就算是砸锅卖
铁，也要救孩子。
张缘从5月入院后， 已进行4次化疗，
日渐消瘦，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也全部掉
光了。 看到女儿的模样，刘先桃总在背地
里默默掉泪。
4次化疗的费用， 使得这个本就捉襟
见肘的家庭喘不过气来。 4次化疗结束后，

众人接力献爱心
助乐观女孩抵抗病魔

躺在病床上的张缘向爱心人士不断
地说“
谢谢”
刘先桃：13554013739，或将爱心款转
到 这 个 账 户 ：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6215583202003154866（刘先桃）
本报记者朱佳琦 通讯员温润 吴永寿

醉汉一言不合点燃家中燃气罐

小偷午夜翻窗入室盗走4万元名表

烧自家房子也犯法！ 被判刑三年半

在几间房到处翻，一家人呼呼大睡毫无察觉

本报讯（记者夏晶 通讯员朱凛睿 姚
妍）24岁的蒋某醉酒后与妻子发生争执，
一怒之下点燃家中燃气罐，大火被扑灭后，
江汉区检察院以放火罪对其提起公诉，法
院依法判处蒋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
今年2月28日晚11时许，喝醉酒的蒋
某与妻子手机通话时发生争吵， 扬言要
把房子烧了，其妻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
谁知放下电话后，蒋某冲进厨房，拿菜刀
割断燃气罐进气管，用打火机将燃气罐点
燃。 所幸罐中燃气较少，没有发生爆炸，
但火势迅速蔓延。 看到火势凶猛，蒋某心
生惧意，拿着盆子泼水灭火。 剧烈的浓烟

从窗户、门缝飘出，惊动了邻居，左邻右舍
帮忙拨打110、119，并端水灭火。
听见警车的声音，蒋某害怕欲逃，被闻
讯前来的岳父拦住，蒋某挣脱逃走。 消防队
员将火扑灭后，警方将蒋某抓获归案。
2017年3月2日，蒋某因涉嫌放火罪被
警方刑事拘留；6月26日，法院判处其有期
徒刑3年6个月。 蒋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办案检察官提醒，在自己家中纵火，虽
然烧的是自己的财产， 但因其具备社会危
险性，若火势无法控制，对周边居民生命财
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也是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讯（记者万勤 实习生惠雪寻）
小偷翻窗入室， 偷走4部手机、1台苹果
电脑及价值4万元的名表， 令失主后怕
的是，小偷入室盗窃时他们一家老少都
在熟睡。
昨晨7时许， 家住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南湖校区周转房的周某发现家中被
盗，经清点，被盗物品包括四部手机、一
台价值万元的苹果电脑、 一块价值近4
万元的进口手表、 一副运动耳机以及
600多元的现金，总价值约8万多元。 周
某报警后，铁箕山派出所民警以及学校
保安先后到周某家中了解具体情况。

昨日中午1时许，周某向记者描述，
被盗当晚，家里除了他和妻子，还有他
们八个月大的孩子以及丈母娘。 12日晚
上12点他们就进屋睡觉了，且房门都没
有关。 次日早上7点左右，周某起床查看
时间时发现家里被盗了。
随后丈母娘发现晚上关着的厨房
窗户被打开了，且橱柜台上留有手印及
脚印， 怀疑小偷是从厨房翻窗入室盗
窃。
之后周某在距离楼层不远处的草
丛里发现了他们的包包，包内的贵重物
品均已被盗。

不拔牙保真牙 半日得牙根复活术火爆江城
国际知名种植大师来汉义诊 100副牙冠来电就送 半口0.9万元/全口1.8万元起
“要想种牙，一般得先拔牙，包括松
动牙、残牙根都留不住。 ”这是众多中老
年患者，在种牙期间遇到的一道“坎儿”,
患者们纷纷坦言， 就是因为自己不敢拔
牙或不能拔牙,而耽误了种牙最佳时机。
一位患者懊恼地问道: 是不是种牙前必
须要先拔牙？
咿呀口腔医疗总监向辉主任称：“针
对不想拔松动牙、残牙 根 , 又 想 种 牙 的
患者，我们建议用半日得牙根复活技
术改变现状， 它能在种牙的同时，极
大 限 度 保 留 松 动 牙 ， 免 除 拔 牙痛苦，一
举两得。 据不完全统计，我院已经有数千
老人用上此技术，恢复好了牙口，吃嘛嘛
香。 ”

处理问题牙，別光依赖
“
拔”
“我是拔牙拔怕了，一到医院就让拔
牙，我其实是冲着种牙去的，但医生说我
还有松动牙，最好一起拔了，再种。 可我
觉得一旦拔牙，就得多种一颗，费用也上
去不少，太贵！ 太疼！ ”
“拔牙， 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根本问

题！ ”另一位患者讲述了他的经历，
“我有
牙周病，有松牙，为了种牙，医生连续给
我拔了5颗松动牙，种上了假牙，但万没
想到，用了半年，种植牙就掉了，牙槽骨
萎缩得厉害……没了真牙， 假牙也没种
好，真的很无奈……”

中老年人种牙，
“
保真牙”更重要
向主任总结了中老年人口腔特
点——
—复杂多变，且自身修复能力差。 拔
牙， 尤其是一次性拔掉多颗松动牙的中
老年人，牙槽骨条件通常不会太好。 而且
为中老年人种牙，也不应该建立在‘拔拔
拔’的基础上，盲目拔牙、种牙，很容易引
发二次伤害， 使牙槽 骨 萎缩 得更 加 厉
害。 ”
“传统的种植牙， 只能做到缺一种
一， 极少考虑到周围牙齿和整体口腔的
健康，一旦遇到复杂口腔，就只能靠‘拔’
解决问题。 ”在向主任看来，为中老年人
种牙，留住自然牙更重要，并且延长自然
牙的使用寿命， 这一点与中老年人的镶
复诉求一致。

半日得牙根复活术，种缺牙固松牙
大多数缺牙、 松动牙的中老年人都
伴有牙槽骨萎缩和严重的牙周疾病，病
因是牙齿周围的“土壤环境”遭到破坏，
牙齿就像“建在淤泥中的房子” 摇摇晃
晃。 传统种植牙方案是“将房子扒了重
建”——
—先拔牙再植骨、种牙，这个“拆除
重建工程”可谓“劳民伤财”。

而半日得牙根复活术则是“稳固地
基，修复土壤环境”，把地基夯实了松牙
自然就固定住了。 再运用“冷焊接”技术
对松动牙根和残缺牙根进行加固处理，
把牙冠直接焊接在松牙和残牙上， 从而
节省下种植和植骨的昂贵费用。 向辉主
任呼吁中老年缺牙、松牙患者，患牙病千万
别急着拔牙，可以先试试半日得牙根复活术。
不但少花钱，关键是可以保住松动牙。

国际知名种植大师来汉义诊 100副半口/全口牙冠来电就送
据悉，本月20日以色列Cortex诸多
种植体研发者Laster教授，将莅临武汉
咿呀口腔进行技术交流。 如果您或者家
人朋友患有多颗牙缺失、 半口/全口牙
缺失、长期佩戴活动义齿、牙槽骨严重
萎缩、牙槽骨骨量严重不足，可免费申
请全口/半口牙冠，仅限前100位报名患
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另外还可享受
国际种植大师Laster教授一对一亲诊，
口腔CT检查费、方案设计费全免及种牙
优惠。
申请热线：027-86812186

徐东门诊：洪山区和平街友谊大道
528号千禧名苑8楼。 电话：88112288
虎泉门诊：洪山区卓刀泉南路20号
公交站旁咿呀口腔。 电话：88116688

传统栅栏式种植牙
种植体颗数多， 费用
高， 对牙槽骨条件要求苛
刻， 需植骨手术及术后愈
合、戴牙冠等待时间长。

半日得牙根复活术
不拔牙、少拔牙、种缺牙
同时保松牙，上午种牙，下午
有牙，仅需两颗植体，便可恢
复半口好牙，减轻患者痛苦，
大大节省治疗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