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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四十多天，是
我们一家这十几年来过得最难的
一段时间。”当记者兜兜转转许
久，终于走进皇塘镇丁桥村沈马
家村范佳慧家里时，她的爸爸、妈
妈、姑姑都已静等许久，其母张桂
荣以此句做了开场白。

从突发不适，到入院检查，再
转院确诊，18岁的范佳慧在几天
时间内就从一名“健康的高二学
生”变成了“病危的白血病患
者”。一家人来不及反应，不知道
如何应对，只能被动接受着医院
的诊治安排。“我到现在还想不
通，怎么我们佳慧会得这个病，怨
过、恨过、绝望过，没想到后来还
是在佳慧的安慰开导下走出了崩
溃的情绪。”虽然眼里眉梢还是藏
着担忧与伤心，但张桂荣却能保
持微笑，她说，在乖巧女儿的劝慰
下，一家人都多了继续迎难的勇
气……

发热不自知，
莫名脚疼致电父母

由于离家太远，两年前考入
我市第六中学的范佳慧顺其自然
地开始了住宿生活。虽然因为学
业繁忙很少能回家中，但乖巧懂
事的她总是会在晚自习后给家里
打个电话，既是为了让父母随时
了解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也是
为了时刻知晓家中爸妈和妹妹是
否一切都好。“佳慧虽然不是人家
口中那种特别聪明特别优秀的学
生，但她从小就乖巧懂事，而且很
会关心人、知道感恩，所以人缘一
直很好。”张桂荣说，对于她和丈
夫来说，大女儿就是个暖心的“小
棉袄”，而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她
能平安健康地成长。

只是，这一简单念想却在四
十多天前被打破了。5 月 22 日
晚，上完晚自习的范佳慧照例向
家里打来了电话，日常的报备、叮
嘱结束后，她犹豫了一下才在电
话里告诉爸妈“自己脚底痛”。“当
时听她说了我们就知道情况肯定
有些严重了，因为她从来都是‘报
喜不报忧’，如果不是疼得难以忍
受，她也不会跟我们说，怕我们担
心。”心里一紧的张桂荣当即追问
女儿详细情况，“看我们急了，她
语气又特别轻松，说就是脚底板
痛，有些影响走路，其他没什么不
舒服。”由于天色已晚，家离学校
又远，张桂荣只能叮嘱女儿自己
多注意些，若实在疼痛就吃些药。

23日一早，张桂荣便动身前
往学校找女儿。“她爸爸要忙家里
的事，我们商量了后就由我到学
校带佳慧去医院。”而到了学校，
张桂荣才由老师那儿得知女儿不
仅仅是脚疼，而且发热了。“老师
很关心佳慧，当天晚上看她脸色
不好，摸了她额头才发现是发热

了，而她自己还不知道。老师给
佳慧吃了退烧药，并让她给家里
打电话，谁知她只说了脚疼的
事。”

报告显异常，
心抱幻想紧急转院

一刻也没耽搁，张桂荣立即
带着佳慧去了市人民医院。

“当时佳慧虽然嘴上没说，但
看得出来她脸色不好，而且整个
人有点儿蔫蔫的。”张桂荣担忧地
陪着女儿做完了一系列检查，而
后便耐心地等着报告出来。“等报
告的时候就很焦心，结果报告出
来以后我一看更担心了。”虽然看
不懂报告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具体
是何意，但数据后面高高低低的
各种标示也令张桂荣明白，女儿
的检查报告显示非健康状态。只
是，张桂荣虽心生疑虑，但当医生
口中说出“疑似白血病”时，她坚
决地认为“不可能”。“医生说佳慧
的血常规检查很不理想，血小板
极低、白细胞极高，而且其他不少
指标也都十分异常，他初步判断
佳慧可能患了白血病。我当时听
了怎么可能相信？佳慧身体一向
好好的，怎么可能会得白血病？
我断定检查不准确，医生搞错
了。”

为了进一步诊断，医生建议
佳慧第二天做骨穿检查，张桂荣
再三思量后接受了。24日一早，
佳慧顺利做了骨穿。而就在张桂
荣预备陪着女儿住院静等结果
时，没想到佳慧出现了异状。“佳
慧一会儿觉得头晕，一会儿又不
停咳嗽，身上还有了出血点，最关
键的是小便时也有出血的症状。”
就在张桂荣焦急难安时，佳慧全
身检查的报告也出来了。“医生
说，佳慧肺部有感染症状，脾脏也
肿大了，他建议我们立即转院。”
心慌的张桂荣立即给家里打了电
话，经与医生商议研究后，26 日
一早，范佳慧在母亲、姑姑等亲友
的陪同下赶到了苏州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确诊白血病，
化疗后需“移植”续命

“25号我们一帮亲友赶到市
人民医院，因为佳慧妈妈已经慌
了、蒙了，医生也没有把实情告诉
她。在办公室，医生跟我说，佳慧
基本已经可以断定患了白血病，
而且目前情况十分危急，希望我
们尽快转入更加权威的医院接受
治疗。所以，在25号晚上输了血
小板后，26号一早我们就去了苏
州。”范佳慧的姑姑范建英虽然心
内明了，但眼看佳慧妈妈依旧抱
有期待，便也不忍直接相告。

到达苏州医院的当天，院方
已无床位，在得知范佳慧疑似患

白血病且当时正发高烧时，医院
还是收治了，并为其安排了一个
加床。“一住下就做了各种检查，
包括骨穿。后来，随着检查结果
一项项出来，我们的心也越来越
凉。”范建英说，佳慧正式入院的
三天后，骨穿结果出炉，医生告知
家属，范佳慧确诊急性髓系白血
病。“佳慧妈妈听了医生的话后，
几乎当场瘫倒，反应过来后便一
直哭，毕竟先前还抱有一丝幻想
是误诊，可是如今面对各种检查
结果，她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
虽然和张桂荣一样难以接受，但
范建英只能打起精神来，追问医
生佳慧接下来的治疗该如何进
行。

范建英没有想到的是，检查
结果出来的当天，医生便建议佳
慧立即接受化疗。“医生说佳慧一
直高烧不退，情况很危急，必须立
即退烧并接受化疗治疗。如果化
疗顺利、情况乐观的话，两个化疗
结束后则要立即进行干细胞移
植。”

唯一“救命法”，
12岁妹妹愿意捐献

医生的话让范建英和张桂荣
意识到，干细胞移植才是救佳慧
的唯一有效方法。

5 月 30 日，范佳慧正式开始
接受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多有不
适，但坚强的佳慧从不抱怨，反而
总是一张笑脸示人，哪怕有时候
实在难受了，她也只是默默皱眉
忍受，只要身边一有人，她便会快
速收拾好表情。“我看她那个样子
心里实在不忍心，虽然一直控制
自己不在她面前流泪难过，可有
时候真的忍不住，甚至不敢和她
对视、说话，就怕自己的表情、声
音惹得她难过。”女儿的懂事让张
桂荣更加心疼，同时也更为努力
地为她争取活的希望。“按照医生
的建议，她爸爸和妹妹在佳慧做
化疗的同时，也到医院做了配型
检查。医生说了，家属中能有合
适配型的话最好不过了，这样不
仅经济压力小一点，时间上也更
有保证。”张桂荣说，他们从医生
那儿得知，如若家属配型不成功，
他们还能在中华骨髓库寻找合适
的配型，但是究竟能否找到、需要
多长时间找到，都是未知数。

等配型结果的时间里，一家
人的心情是焦灼的。然而，配型

结果出来后，一家人又傻了眼。
“虽然医生打了‘预防针’，说姊妹
间更容易配上，但是当看到结果
单上爸爸和佳慧相合只有 5 个
点，妹妹和佳慧却有8个点时，我
们又有些拿不定主意。”范建英
说，相合度更高，移植成功自然也
更有希望，可是佳慧的妹妹佳敏
今年才 12 岁，一家人又有些不
忍。“后来，佳慧妈妈问了妹妹的
意思，谁知小小年纪的她拍着胸
脯说她可以。”

化疗遇感染，
熬过“病危”守得云开

妹妹要为姐姐捐献，一家人
商议后也决定试试看。“虽然佳敏
年纪小，但她体重已经跟姐姐差
不多，也达到了捐献的要求。我
们也心疼她，可是更不能放弃佳
慧的生存希望。”张桂荣说，要依
靠小女儿“救”大女儿，她作为母
亲心里五味杂陈，却又别无他
法。“既然没有更好的选择，那我
只能期待在这条路上能一直顺利
走下去。”

可惜，张桂荣的祈祷没能成
为现实。

范佳慧化疗的第 14天，突然
出现了腹部剧痛的症状。“佳慧痛
得浑身冒汗，整个人都躺不直，而
且什么也吃不下，连水都喝不
了。后来医生给她做了检查后，
说佳慧是小肠感染了，只能立即
停了化疗药，开始治疗小肠感
染。”张桂荣看着女儿受苦心如刀
绞，可她着实还未意识到佳慧正
面临着生死考验，直到一张病危
通知书送到她手中。“6月13号晚
上，医院下达了佳慧的病危通知
书，我哪里敢签，只能哭着给家里
打了电话。”

为了安抚几近崩溃的张桂
荣，第二天一早，范建英便赶到了
医院，并催着张桂荣回家休整几
天。“就佳慧妈妈当时的状态，别
说照顾人了，自己都要垮了，而且
佳慧看了也会难受。”在姑姑的陪
伴照料下，在自己的坚强支撑中，
范佳慧终于闯过了“鬼门关”，而
治疗也顺利起来。6月 30日，范
佳慧检查“过关”后，如愿暂时回
到了家中。

阴霾终会散，
暖心佳慧备受呵护

“下一次化疗还要等院方通

知，目前一切都还好，出院检查时
佳慧的状态也不错，近来在家也
是按时吃药、安心休养，态度比较
积极。”张桂荣说，自从女儿确诊
白血病后，一家人都有意隐瞒，怕
对她造成心理压力，可是，他们没
有想到的是，在一家人都几欲崩
溃时，竟然是女儿反过来安慰他
们。“这个年纪的孩子都是聪明敏
感的，我们想瞒她，但她自己通过
上网、与病友交流中早就明白了
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因为家中事
务离不开人，而小女儿佳敏也需
要有人照料，所以佳慧爸爸只能
在家，都由我一人照顾她。有时
候撑得辛苦了，看着佳慧依然坚
强，我就忍不住想哭，而她总会安
慰我，让我别难过，没什么过不了
的坎，她相信自己可以好好面
对。”范佳慧不仅多次劝慰妈妈，
有时候遇上前来探望自己的亲友
难受伤心的，她也总是满脸灿笑
地让大家宽心。

开朗积极的佳慧说，虽然当
前自己身边围绕着厚厚的阴霾，
但她却坚信在阳光长风的共同作
用下，恼人的阴霾终会散尽，而
她、家人也能拥抱更好的明天。

如今，前期的治疗检查及首
次化疗已让范佳慧一家花去了三
十余万元，而这些钱大多是向亲
友借的。“之前老人生重病，家里
的积蓄全部花尽，这次佳慧生病，
我们便只能向亲戚朋友求助。如
今第一期化疗顺利过了，可是后
面的化疗、移植，我们却不知道如
何维持。”佳慧的父亲说，按照医
生的建议，佳慧第二期化疗至少
也需准备二十万元左右，而后续
的进仓、移植更是需要至少50万
元的费用，这完全难倒了一家
人。“现在回头看，经历过的就像
做梦一样，只是万幸的是，佳慧闯
过了第一道‘鬼门关’，可是后路
依然艰险，希望我们有能力呵护
着她继续坚强面对……”

（尹媛 文/摄）

1818岁岁““血癌血癌””女孩范佳慧女孩范佳慧：：
盼有阳光长风驱阴霾盼有阳光长风驱阴霾

千禧年出生的范佳慧今年虚岁才18岁，这个时候
原本她应该正享受着难得的假期，而后便预备进入
“紧急备战”状态，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高三生活。可
是，现实是，她甚至还没来得及在假期来临前拟定休
整、学习计划，就已经被迫直面“死亡威胁”。幸然，尽
管身边人都几近崩溃，这个未成年女孩儿却爆发出不
可思议的能量，安抚亲人、鼓励自己——

范佳慧旧照 病床上的范佳慧

连载 15

1010商用不动产的价值

3

2017年7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岳春芳 组版：盛艳 校对：步剑文

假戏真做的小冤家

■ 静子

55专属于小P的造型语言

吴晨的计划在周颖看来就
是个混蛋计划，她在心里怒
骂：不愧是花花公子，他就不
配找老婆。但有句话还是捅到
了她的痛处，那就是“闪婚闪
离大家都觉得正常，一直不结
婚才是有毛病”。自己都快 30
岁了，再不结婚确实不是个事

儿，而且已经有人质疑她是否
有病了，可她的白马王子在哪
儿呢？

春节过后的一天，周颖外
出办事回来，发现办公室的人
笑成一片。同事们压低了嗓
子，但她还是听出来了：“处
女还真是有保质期哦，20岁的

处女是宝贝，可 30 岁的处女
就近乎变态了……”她的心抽
搐了一下，愤怒地拎起包就往
外走。出了办公室门还听到同
事的嘲笑声，她实在控制不住
情绪哭了起来。

好不容易平息了心情后，
又想到了父母的整日唠叨，她
不想回家，这时吴晨的话在她
耳 边 响 起 “ 想 通 了 就 来 找
我。”她下意识地拨通了吴晨
的电话，其实与想通无关，只
是气愤，“你的计划还有效
吗？”

久久得不到回复的吴晨已
经失望，如今一下接到周颖的
电话，脑子还转不过弯来，懵
懂地问了句：“什么计划？”但
马上想到曾经说过的话，立刻
眉开眼笑：“当然！怎么，你
想通了？”

周颖恶狠狠地说：“废话
少说，我们马上结婚！”

吴晨简直乐疯了，而更高
兴的是双方父母，还有吴爷
爷。听说孙子要结婚了，他把

孙子和周颖叫到跟前，把银行
卡塞到他手上：“明天，你们
就去把房子买下来！”

第二天，吴晨就约上周颖
一起去看房，其实他早就看上
了一套86平米的二手房，也早
与房主说好价格，就等爷爷的
这张卡到手。吴晨将房款交到
了房主手上，就等待过户。这
时周颖才清醒过来，有点后悔
自己的轻率。

然而就在约定的过户时间
到了，没见户主前来，吴晨着
急地去找，才发现自己买的房
子竟然被法院查封了！他去法
院询问，得知是房主被人起诉
欠债不还；他又去找房主，房
主拿出几张借条，焦头烂额地
说：“别人也欠我的钱，我卖
房也是为了还债，给我点时
间。”

就这样，房子悬在了半空
中，吴晨只好耐心等待。可就
在此时，爷爷再次因中风住院，
病情严重。他赶到医院，拨通
周颖的手机：“我爷爷可能要

……不行了，你能来一趟吗？”
周颖是个善良的女孩，虽

然很不乐意，但十几分钟后，
她还是赶来了。病床前，吴爷
爷拉着他俩的手艰难地露出一
丝微笑：“房子装修了吗？我
要参加你们的婚礼。”

“马上就准备装修了。”
吴晨不敢据实相告。爷爷轻轻
地叹了一口气，两行浑浊的泪
水悄然滑落：“爷爷恐怕等不
到你结婚的那一天了。”不知
为什么，周颖望着老人慈祥的
面庞上失落的神情，突然想到
了自己去世的爷爷，觉得心里
一阵难过，她拉着老人的手安
慰道：“爷爷，你千万别这样
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走出病房，吴晨红着眼圈
对周颖说：“谢谢！”顿了顿，
又央求道：“能不能看在我爷
爷的分上，不等房子了，我们
简单地举行一个婚礼，让爷爷
走得安心，行吗？”

（文中人物为化名）

舍得这个词，充满了中国
哲学的意味。

手越想攥紧，反而得到越
少。如果依靠《娱乐新闻》每
周一到周五发给我的2500块台
币，维持我的生活应该是不成

问题，撑还是撑得下去的，不
过为了造型，节目组给的预算
几乎全部被我用在了材料的选
购上，所以对于当时的我来
讲，几乎是没有收入的。

虽然给《娱乐新闻》的主
持人做造型是我的兴趣所在，
同时我也认为，它对于我来讲
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但是生活
依然要继续下去，为了维持生
计，我不得不同时接多项工作
来获取报酬，换句话说，我是
用其他工作获得的收入来保证
自己能在《娱乐新闻》里继续
脑洞大开地玩下去。

后来有很多人问我，当时
是不是过得很辛苦。其实，当
时的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只
知道那是一项很好玩而我又很
喜欢的工作。每天挖空心思去
想出一天比一天夸张、震撼的
造型，虽然有时候很不容易才
想出来，但是当这些造型被大

家称赞，变得很受欢迎时，我
又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成就感，
于是之前的那些努力也就没有
白费了。

《娱乐新闻》 开播不久，
陶子就跟着节目一起火了，在
台湾的街头巷尾，随便找一个
年轻人来问，几乎他们都能回
答看过这个节目，而且很多人
都很喜欢节目中陶子的造型和
主持的风格。正是因为这个原
因，台湾的很多明星记者会开
始邀请陶子去出席，不少演出
活动也邀请她去主持。当然，
他们中也有不少人是希望陶子
能以惊艳的造型出场，这样就
可以制造一些话题，人气也就
跟着上来了。

因为大家合作得还不错，
所以陶子有什么活动都会带上
我一起出席，让我为她设计出
场的造型。很多造型在当时来
看是非常时髦的，不过如果放

在今天看，有时自己都会被自
己雷倒。比如有次陶子主持许
茹芸《如果云知道》新闻发布
会，我设计的云朵造型。

当时我的想法还是主打唯
美风，根据许茹芸的新歌名，
我把陶子变成一朵“飘”在舞
台上的云。云的造型材料选择
的是又轻又软的棉花，我把一
坨一坨散开的棉花用发胶粘成
了一大片，然后给陶子套上
去，整体看上去就好像她整个
人是在云朵中一样，她的头发
上是云，身体也是云。

因为直播的时间太赶了，
所以有时无法做到太细致。我
更希望每一片云都可以仔细地
造型好，但当时时间不足，有
很多地方都是用订书机临时固
定住的，然后陶子就这样上了
台。这个造型在当时被很多媒
体视为当年最时髦的造型，当
时的我对这个造型也还是很满

意的，不过我现在回看当年那
张照片的时候，却看到了很多
不足，甚至不

敢相信这是自己做出来
的。

在《娱乐新闻》给主持人
做造型对于我来讲，不仅仅是
兴趣，同时也是我事业中一个
很重要的里程碑。它让我在造
型的把控上更加注重整体性，
从而奠定了专属于小P的造型
语言。

艺术没有规律。共同的原
理就是忠于眼前看到的世界，
忠于内心的情感，忠于灵感迸
发的瞬间。冒着饿肚子的危
险，我初步开创了自己的造型
天地。

与梦想相比，这太值得。

下期关注：伴随跨年钟声
“下蛋”

在商用不动产中，每一种
业态都很复杂。在整个商用不
动产的建造过程中，开发商起
什么作用呢？他要先把运营商

请过来，然后再去找投资商解
决财务问题。所以开发商是导
演兼制片，运营商是明星，投
资商是财务支持者。只有这三
者顺利结合，才能建造出一个
好的商用不动产。

在这个过程中，对开发商
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
明星”。拍电影的明星那么
多，是不是名气越大，就能保
证票房越高呢？不一定，名气
大，你要给他更多的钱，但是
我们看电影更多是因为导演而
看的。一个好的开发商一定要
找到适合这个酒店的管理公
司。

另外，开发商也要会编剧
本。这个酒店在什么位置？是
度假酒店、办公酒店、精品酒
店，还是民宿？因为酒店不容
易赚钱，所以在资金财务安排
上，如果开发商拿出 10%以上
的钱去做酒店，都是要死的。

比如，在国外做物流仓储
能赚钱，但到了中国就不赚
钱，因为这种房地产的成本太
高。商用不动产需要长期的资
金支持。所以好的商用不动产
开发商，能够找到合适的运营
商，匹配比较低的成本、长期
资金。

其次是购物中心，中国的
购物中心和全世界其他地方一
样，因为受到电商的强烈冲
击，每年减少 10%-15%的经营
面积。现在大家从电商买的商
品，都是直接从仓库运到家里
的，所以这些经营面积便转移
到了物流仓储上。

至于教育研发，有些地方
的学生宿舍的租金在慢慢上
涨，特别是围绕着大学附近的
学生宿舍，而围绕着教育和研
发服务业的特种物业，需求也
会增长。

接着看医疗健康。美国的

医疗健康商用不动产占房地产
信 托 投 资 基 金 （REITs） 的
15%，大约有1万亿美元，这是
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而目前中
国医疗健康的不动产，还没有
形成一个完整的业态。中国现
在大概有 12000 家民间医疗机
构，还有 11000 家左右的公立
医疗机构，但民营医疗机构每
年上涨超过 1000家，公立的每
年只涨几十家。

因为公立医疗机构要去财
政申请资金，大部分的资金用
来自己建不动产、买设备，而且
技术更新以后，老设备都舍不
得扔。而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
医疗机构，只要付租金即可，连
医疗专用的设备都有服务机构
为它们专门定制，成本都花在
拉拢人才上。所以，民营医院
的服务质量好，发展快。

最后来看写字楼。有能力
做写字楼的，有北京、上海、

深圳等几个城市。写字楼如果
做得好，比住宅更能赚钱，但是
这需要长线的算账方法。要知
道，中国任何一个中型开发商，
一年就能做到 100万平方米，而
有个北京的房产商做了30年才
做了 100万平方米。但是就算
这样，这家房地产企业的估值
竟和排名第一的房企差不多，
为什么呢？因为后者是销售型
企业，只要停止销售，估值就下
来了；但是前者收取租金后，不
动产的产权还是自己的。

从长远看，投资商用不动
产的诀窍就是，在最好的地
段，做品质最好的房子，租给
最有钱的人。哪怕再过 20年，
也不会输给任何住宅公司。

对中国来说，商用不动产
发展的好时候其实才刚刚开
始。在这个行业里，我们还要
进行长期的深耕经营。

下期关注：年轻人的情怀

文/小P老师

■ 冯仑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