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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爱给了这家人最温暖支撑
本报记者 尹媛

8日上午，副市长贺云华带领
市慈善总会及皇塘镇相关负责
人，走进皇塘镇白兔村小野苗塘
村，为身患白血病且已成功接受
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于康送去
了 10 万元的慈善救助金。贺云华
在将救助金交给了于康父亲的于
青后，详细询问了目前于康的恢
复情况以及“献髓救子”的于青
的身体状况，并鼓励一家人以更
加积极的态度克服困难，争取早
日康复迎接美好的新生活。
“谢谢”是于青当天说得最
多的两个字。“小康是我们的儿
子，哪怕是付出所有都会去努
力，为了让他活下去。但是我们
没想到的是，不仅家人朋友倾力
相帮，慈善总会和镇里、市里的
领导们也都记挂着我们，一次次
上门，慰问、送救助金，除了感
谢，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于青
直言，父母救孩子“天经地义”
，
但亲友甚至陌生爱心人士的相扶
相帮，则是无私大爱，而这份
“大爱”如今已成为鼓励他们一家
人坚持下去的最暖动力……

健康小伙突病倒，复杂难治
于康今年虚岁 28，如果按照
父母的期待和他原本的人生轨
迹，此时的他应该工作稳妥，感
情事宜也该提上了日程。然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纸诊
断，将于康一家再普通平凡不过
的“未来规划”彻底“撕碎”
。
“小康身体一直很好，从小
到大也没生过什么大病，我和他
妈妈基本没有为他的健康问题操
过什么心。就是从2017年10月份
左右开始，小康就老流鼻血，一
开始我们也没有在意，以为他是
工作辛苦的，后来慢慢发现不太
对劲，便催他去医院检查。
”于青
说，儿子于康的身材虽称不上壮
硕，但看上去也是个健健康康的
小伙子，他和妻子怎么也想不到
“白血病”三个字会和儿子扯上关
系。“小康在人民医院做完检查
后，医生就说他是白血病，还让
我们立即带他去苏州。
”于青至今
都记得医生说出“白血病”时自
己如遭“当头一棒”的感觉，顾
不得深思细想，于青和妻子奚娟
当即动身，和儿子一起赶往苏州。
2017 年 11 月 8 日，于康一家
到达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
检查，院方给出了一张写有
“ph+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
确诊单。
“前面的一串字眼我们也
不明白，但‘白血病’三个字却
格外扎眼，晃得我们脑袋空白、
两眼发黑。
”拿着诊断报告的于青
和奚娟完全没了反应，眼见着近
在咫尺的医生嘴巴一张一合，却
一个字也听不见、听不清。
“不知
道缓了多久，我们才勉强开了
口，可也只知道求着医生救救小
康。
”
在出言宽慰了于青和奚娟
后，医生告诉俩人，于康的病情
危急而复杂，必须立即开展治
疗，但同时又必须时刻关注动
态，以便有变即时调整。
“医生，
可以治好小康吗？”
“骨髓移植是
不是有用？”“我们能不能给小康
捐骨髓？
”面对着夫妻俩的一系列
追问，医生犹豫后直言道：
“于康
属于高危病人，家属要做好‘看
不好’的准备。
”

“死亡线”边几徘徊，绝境求
生
于青和奚娟甚至来不及想

“要不要瞒着儿子”的问题，于康
去了。
”
吧。
”于青说，虽然移植后于康的
便开始了化疗治疗。
身体一直很虚，甚至连上楼梯也
“跪求”医生予希望，父亲
尽管医生已经早早“打了预
要靠他背着，但幸好医院的检查
“献髓”
防针”
，让于青夫妇俩要坚强地面
结果还是可以的，这也让他和妻
“第五次化疗结束后，医生
对儿子的治疗，但真正见到于康
子能够暂时缓一缓紧绷了数百天
也跟我们作了长谈，说小康的情
面临“死亡威胁”时，于青和奚
的心绪。
况实在不容乐观，让我们有个心
娟还是几乎崩溃。
“接受第一次化
理准备。当时我就给医生跪下
疗时，小康昏迷了整整 48 小时，
“大爱”呵护凝动力，温暖
了，不管多难、多险，为了小康
医生都说不知道他能不能挺过
支撑
能有活命的希望，我们都要试
来，只能看小康自己的求生意
啊。”面对于青和奚娟坚决的态
由于于康病情复杂且治疗几
志，他妈妈也几乎急得昏过去。
度，医生告诉他们，经过多番会
经波折，从2017年11月至今，一
我心里也怕，只能守着他。
”在于
诊及研究，于康已不再适合做化
家人为他的治疗已经倾尽所能。
康注射化疗药物的第一个疗程
疗 治 疗 。“ 医 生 说 可 以 试 一 试
“积蓄用光了，亲戚朋友能给的给
中，于青“眼睛都不敢眨”地守
CAR-T 治疗，但是依照小康的
了，能借的也借遍了，弟弟甚至
在儿子旁边整整五天四夜。
“看着
身体情况，能否支撑下来确实很
还卖了房子把钱借我。可是小康
小康因为药物反应难受，看着他
难说。
”
从查出病来一直到现在，我们总
昏迷，看着他挣扎着醒过来，看
一边是“化疗引‘复发’实
共花了差不多有 300 多万，外面
着他努力地支撑着，我想谁也没
在难以为继”
，一边是“新治疗方
欠的钱可想而知。
”于青说，自己
有办法体会我那时的感受，心揪
法有生的希望”
，于青和奚娟自然
和妻子奚娟原本都是普通的打工
得几乎没有痛觉了。
”
选择后者。
族，辛苦了半辈子才把儿子拉扯
在经过 42 天的折磨之后，于
接受 CAR-T 治疗后，于康
成人且小有积蓄，可自从儿子查
康终于结束了第一个疗程的化疗
的状态一度吓得于青夫妇怀疑自
出病到苏州治疗后，不仅每天花
治疗。
“因为化疗药物的关系，小
己是否做错了选择。
“差不多有十
费巨大，夫妻俩还因为要照顾儿
康嘴里全是溃疡，完全没有办法
天左右的时间，小康一直高烧，
子而无法工作完全没了收入来
吃东西，每天我们只能弄些米
每天都烧到四十度以上退不下
源。
“十几个月只出不进，要不是
汤、面汤等流食喂给他。他为了
去，还一个劲地说胡话。
”于青和
有大家帮忙支撑，我们这个三口
让我们安心，每次都是忍痛尽可
奚娟丝毫不敢大意地守着儿子。
之家恐怕早就绝望了。
”
能地多喝。
”按照医生会诊所定的
或许是夫妻俩的坚持和儿子的坚
在考虑到于康一家因为其看
治疗方案，经过首次化疗和恢复
强共同起了作用，最终 CAR-T
病治疗花尽积蓄、负债累累，且
后，于康紧接着又接受了第二
治疗奏效了。
于康父母也放弃工作，家庭几乎
次、第三次化疗。不同于第一次
“CAR-T 治疗见效后，原
无收入来源后，皇塘镇民政部门
那般困难艰险，后两次的化疗还
本定下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也就提
为于康办理了低保。而市慈善总
算顺利，于康的状态以及各项指
上了日程。
”由于实在等不了中华
标也都向好的方向发展。
骨髓库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然而，让于青和奚娟没想到
资料库） 的配型，于青决定自己
的是，第四次化疗又将于康推向
给儿子捐献。
“我和儿子配型是半
了“鬼门关”
。
“第四次化疗过程
相合，其实不是最理想的，那我
中，小康的状态似乎没有多不
们没办法了，等不起。
”2019 年 1
好，可是后来的检查却显示他原
月 15 日，于康正式进仓；30 日，
本已经越来越好的指标完全‘变
于康接受了父亲于康的造血干
了’，也就是说又‘还原’了。”
细胞移植。
“移植后小康的状
在医生的建议和家属的同意下，
态还好，检查结果也比较
于康随后又接受了第五次化疗，
理想，接下来就是定期的
可情况依旧没有好转。
“最后两次
复诊，按时吃药，我们
化疗小康就像一直在‘鬼门关’
希望后面的路越来越顺
摇摆，我们深怕一不留神他迈进

会在获悉于康患病治疗的情况
后，经核查，确定其符合慈善总
会相关救助条件，经申请、审
核、公示和审批等程序，决定给
予于康10万元的救助金。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镇政府
和市里、慈善总会会给我们这么
大的帮助，说实话，若不是家里
发生这样的事，我确实不敢想自
己家能被这样关注。
”于青说，从
没期待过的来源于社会的大爱，
已经成为支撑一家人继续努力的
动力，而不管接下来日子有多
难，他们都将更坚强地走下去。
“我现在没法出去干活，就在家照
顾小康和料理家里的事情，他妈
妈已经出去打工了，未来再难，
我们总会带着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往前走。
”
（应本人要求，文中主人公
一家为化名。
）

爱心至尚
善行丹阳
本栏目
由丹阳市慈善总会冠名刊出

慈善热线：
慈善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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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总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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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贺云华把救助金送到于青手上。
副市长贺云华把救助金送到于青手上
。

于青在照顾卧床的于康。
于青在照顾卧床的于康
。
于青在门前的菜地上干活。
于青在门前的菜地上干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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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剑拔弩张 欧盟能否挽救伊核协议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14 日 电
欧盟外长理事会 13 日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举行。当天，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意外到访欧盟，
与欧盟
方面讨论了伊朗等议题。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和伊
朗对抗升级的背景下，欧盟仍尽
力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从目前的局势判断，欧盟面临重
重困难，
伊核协议前景不明。
意外到访
蓬佩奥原本定于 13 日至 14
日访问俄罗斯。美国国务院一
名官员 12 日说，蓬佩奥的俄罗
斯之行将取消莫斯科一站，13
日造访布鲁塞尔讨论伊朗等“迫
切议题”，但将按计划于 14 日在
索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
长拉夫罗夫。
蓬佩奥 13 日下午来到欧盟
时没有回答记者提问。他当日
也没有在布鲁塞尔向媒体发布
任何信息。
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表布
赖恩·胡克说，蓬佩奥此次赴布

鲁塞尔与欧洲盟友和北约方面
共享了关于“伊朗威胁升级”的
信息。此外，蓬佩奥还提到了日
前多艘商船在阿联酋水域遭到
破坏一事，但胡克对破坏事件是
否有伊朗参与并没有发表评论。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莫盖里尼 13 日晚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
欧盟及其成员国当日告诫
来访的蓬佩奥，
美国应保持最大
限度的克制，避免与伊朗发生军
事冲突。
她代表欧盟各国向蓬佩奥
清晰传达了意见：
“ 我们正处在
非常关键和微妙的时刻，
此时最
负责任的态度应是保持最大限
度克制，
避免军事方面任何升级
恶化的行为。
”
美国与伊朗的对抗近日不
断升级。美国通过增派军舰和
防空导弹系统加强在中东的军
事存在，称此举为应对“伊朗威
胁”
。伊朗方面则宣布中止履行
伊核协议部分条款，称美国在海
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为打击“目
标”
。

分析人士认为，自从美国去
年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以来，
欧盟
一直面临来自伊朗和美国双方
的压力。欧盟目前仍然希望保
留伊核协议，但随着美伊矛盾激
化，双方都有可能采取过激行
为，维护伊核协议也愈加艰难。
商量对策
莫盖里尼表示，到目前为
止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认定伊
朗在遵守伊核协议，因此欧盟
也将履行自己的义务。她还强
调，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唯一有
权认定伊朗是否遵守伊核协议
的机构。
在伊朗 8 日宣布中止履行
伊核协议部分条款并表示给予
欧盟及其他协议签署方 60 天时
间满足诉求之后，
莫盖里尼表示
不接受伊朗的“最后通牒”。伊
朗外长扎里夫则称欧盟在美国
宣布退约至今一年间所做不多，
任由美国“欺负”
。
莫盖里尼还主持了她同法
国 、德 国 、英 国 三 国 外 长 的 会

议。会议讨论了进一步推进“贸
易往来支持工具”的实际运作，
以期在未来几周内通过这一机
制促成欧洲与伊朗的交易发
生。
“贸易往来支持工具”是法
国、德国和英国建立的与伊朗贸
易的结算机制，
是在美国主导的
全球金融体系之外运作的支付
机制，
可帮助欧洲企业绕过美国
对伊朗单方面制裁，使欧盟继续
与伊朗进行贸易，
保障伊核协议
的继续落实。
曾在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不
扩散事务的官员马克·菲茨帕特
里克认为，伊朗总统鲁哈尼日前
宣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
分条款的表态可能是“虚张声
势”，如果伊朗提升铀浓缩丰度
等，欧洲国家对伊朗重启制裁或
许不可避免。
新美国安全中心中东安全
项目主任伊兰·戈登堡表示，如
果违反伊核协议，
伊朗将不再得
到欧洲国家的支持，并且面临外
交孤立甚至遭受军事

美 欲 追 加 16 亿
美元预算加速重
返月球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3 日
电 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 13 日 宣
布，将为美国航天局 2020 财
年的预算追加 16 亿美元，以
加速实现重返月球的计划。
特朗普 13 日晚间在社交
媒体发文说：“我们将使美国
航天局再创辉煌，重返月球，
然后去火星。”特朗普当晚发
布了一系列推文阐述他对联邦
政府 2020 财年预算草案的一
些调整。不过，这些调整还需
在国会获得批准才能最终落
实。
美航天局之前提交的
2020 财年预算请求总额为 210
亿美元，其中超过半数将用于
空间探索。4 月中旬该机构又
提交了更新版预算请求，要求
再追加 16 亿美元用于加速实
现重返月球计划。
2019 年 美 国 将 迎 来 首 次
载人登月 50 周年。3 月底美国
副总统彭斯提出 5 年内美国宇
航员重返月球，这一时间表比
美航天局的原计划提前了 4
年。美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
登斯廷 4 月 2 日在航天局 2020
财年预算请求听证会上说，美
国将宇航员重返月球的计划提
前到 2024 年，目的是为了在
2033 年实现登陆火星的目标。
特朗普 2017 年底下令美
国宇航员重返月球并最终前往
火星。美国航天局原计划到
2028 年 实 现 重 返 月 球 的 目
标，但彭斯认为，2028 年登
月的时间表“不够好”，因为
美国在上世纪仅用 8 年时间就
登上月球。
1969 年 ， 美 国 宇 航 员 乘
坐“阿波罗 11”号飞船登上
月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
国宇航员先后登月 6 次。

于青在整理于康的各种治疗单子。
于青在整理于康的各种治疗单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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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考古队发掘出法老时期军事城堡
这张埃及文物部5月13日提供的照片显示的是发掘出的军事城堡遗迹。 埃及文物部13日发表声明说，
埃及一支考古队在北西奈省发掘出一处萨姆提克时期（公元前664年~前610年）的军事城堡遗迹。

朝鲜要求美国
立即归还
“非法抢夺”
的朝方一货船
新华社平壤 5 月 14 日电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 14 日发表
谈话表示，美国近日“非法抢
夺”朝鲜一艘货船的“强盗
般”行为，是对新加坡朝美共
同声明精神的“全面否定”，
朝鲜要求美方立即归还相关船
只。
根据朝中社当天播发的这
份谈话，这名发言人指责近日
美国将一艘朝鲜贸易货船拖往

美属萨摩亚是“非法抢夺行
为”，并表示，美国应深思其
“强盗般”行为对今后形势发
展可能造成的后果，美方应立
即归还朝鲜船只。
发言人表示，美国此次抢
夺朝鲜船只的做法，是美国企
图以极限施压政策使朝鲜屈服
的“美式计算法”的延续，也
是对承诺建立新型朝美关系的
新加坡朝美共同声明基本精神

的“全面否定”
。
发言人还说，美国随心所
欲支配世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
返，如果美国认为美式力量对
朝鲜行得通，那将是大错特
错。
据报道，美国司法部 9 日
宣布，朝鲜货船“智诚”号涉
嫌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
决议，因而由美方扣押。该货
船 11 日抵达美属萨摩亚。

沙特确认其两艘油轮
在阿联酋水域遭
“蓄意破坏”
新华社利雅得 5 月 13 日
电 沙特阿拉伯能源、工业和矿
产资源部大臣哈立德·法利赫
13 日表示，两艘沙特油轮在阿
联酋水域遭“蓄意破坏”，导致
船只“严重损坏”
。
据沙特国家通讯社报道，
法利赫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当
地时间 12 日 6 时，其中一艘沙
特油轮正准备前往沙特港口装
载计划交付给美国客户的原
油。但沙特方面并未透露遭

“蓄意破坏”的油轮名称，也没
有指认破坏实施方。
法利赫说，该行为旨在破
坏海上航行自由以及全世界消
费者的石油供应安全。法利赫
还说，国际社会有责任保护海
上航行安全和油轮安全，减轻
此类事件对能源市场的不利后
果，及其对全球经济构成的危
险。
当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
明，谴责该行为对海上航行安

全和保障构成严重威胁，并对
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消
极影响。声明还强调，沙特将
与阿联酋团结一致，支持所有
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措施。
12 日，阿联酋外交部发
布声明说，4 艘商业船只当天
在其领海水域遭遇“蓄意破
坏”，阿联酋有关方面已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并正在与本地
和国际机构合作对此事件进行
调查。

普京称俄军现代
化武器列装取得
重大进展
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13 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13 日说，近年
来俄军在新型武器装备列装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展，战略核力量现
代化武器装备率达到 82%。他呼
吁俄罗斯军工企业加快研发针对
高超音速武器的防范手段。
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公告
说，普京当天在俄西南部城市索
契举行的国防工业发展问题会议
上说，目前俄战略核力量现代化
武器装备率达到 82%，空天军这
一指标达到 74%，空降兵和海军
这 一 指 标 超 过 60% ， 陆 军 接 近
50%。
普京说，国防建设应考虑世
界军事政治形势中对地区和全球
安全构成消极影响的变化，包括
美国退出 《中导条约》 等因素，
俄罗斯必须发展基于突破性技术
的现代化武器系统，确保国际战
略力量平衡，保护本国免遭外部
威胁。
普京呼吁俄罗斯军工企业加
快研发针对高超音速武器的防范
手段，赶在别国拥有这种武器之
前掌握针对性的防御手段。
普京还说，对现代军事冲突
的分析显示，空天军发展的重点
之一是建立新型防空系统。俄罗
斯必须持之以恒地为空天军配备
现代化防空武器系统。
自 2013 年起，普京每年 5 月
和 11 月都在索契与俄罗斯国防
部和军工企业高层举行多场会
议，讨论俄军建设与国防工业发
展关键问题。

东京股市 3 年来首
现 7 连跌
新华社东京 5 月 14 日电 由
于市场担忧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加
剧将拖累世界经济增长，东京股
市 14 日连续第 7 个交易日收跌。
上次出现 7 连跌还是在 2016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
隔夜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部
大幅收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
指数下跌 600 余点；欧洲主要市
场 13 日也几乎全部收跌。受此
影响，东京股市日经 225 种股票
平均价格指数 14 日以低于 21000
点心理关口的点位开盘，早盘一
度下挫近 440 点。
日本内阁府 13 日对日本经
济基本情况的判断从此前的“表
现出向下的迹象”下调至“正在
恶化”，这是日本政府自 2013 年
年初以来首次使用“恶化”来描
述经济状况。此外，东京外汇市
场日元持续走强，也成为东京股
市的利空因素。
行业方面，三分之一的板块
14 日上涨，石油煤炭制品、矿
业、化学等行业股票涨幅居前；
下跌板块中，水产和农林业大跌
3.02%，橡胶制品跌逾 2%，服务
业和运输设备跌超 1%。
截至 14 日收盘，日经股指
报 21067.23 点，下跌 124.05 点，
跌幅为 0.59%；东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6.16 点，收于
1534.98 点，跌幅为 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