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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读关键词

制药救母

医院建议放弃治疗

多方打听后，徐荣治在网
上查到了一个看起来还算靠
2010 年，
对江苏溧阳的徐
谱 的 治 疗 方 法 ：靶 向 药 物 抗
荣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
年。这一年，他刚买了房，就 癌。人命关天，徐荣治也不敢
在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时，母 贸然尝试。机械专业出身的
亲却突然被确诊为卵巢癌，癌 他开始自学“医术”，翻阅多篇
医学论文后，徐荣治和哥哥决
细胞已经开始转移。
之后徐荣治母亲的生活 定让母亲尝试服用西地尼布
就开始在医院和家里之间往 和奥拉帕利两种靶向药物。
一开始，他们从网上购买
返。4 次手术、
56 次化疗，
原本
了已经制好的胶囊。三个月
身体状况就不太好的母亲在
和癌细胞的斗争中更加衰弱。 后的检查结果显示，母亲体内
2016 年 10 月，徐荣治母 的癌细胞被控制住了。发现
亲体内的癌细胞再次处于不 药物见效，徐荣治和哥哥开始
“ 因为别
受控的状态。考虑到老人的 学习自己制作胶囊。
身体情况以及巨额的治疗费 人做的可能有效成分含量不
用，
医院建议家属放弃治疗。 够，自己做比较放心。开始有
点担心用未上市的原材料会
买来工具自己制药
违法，后来也专门查了相关法
虽然放弃了手术治疗，徐 规。不过我没有销售过，没用
荣治和哥哥却并没有放弃让 它盈利。”制药前，徐荣治和哥
哥内心也是非常犹豫的。
母亲活下去的希望。

环球采撷
商场关门后，这对俄罗
斯父子玩嗨了 近日，在俄
罗斯巴尔瑙市，一对父子藏
匿 在 商 场 内 ，待 商 场 关 门
后 ，偷 偷 溜 到 儿 童 游 乐 中
心。黑暗中，父亲牵着儿子
小心翼翼走到海洋球池，两
人在球池内疯狂地打滚，还
玩起了滑梯、碰碰车，仿佛
在共度一场梦幻探险之
旅。据悉，这对父子离开后
并未造成商场的财物损失，
商场方面也就没有深究下
去了。
（摘编自《都市快报》
）

图看
天下

近日，
一则讲述自制抗癌药救母经历
的视频吸引了不少癌症患者的目光。
“搏命
药师”
是视频主人公的代号，
于他而言，
每
一次制药心里都交织着不安与无奈。

决定制药后，徐荣治从网
上买了天平、混料器等工具，
用来将原料药粉加工成胶
囊。他介绍说，一开始做是参
考了网上的教程，之后又一点
点总结经验：不能用普通纸张
盛装药粉，损耗太大；不同药
品要用不同颜色的胶囊区分，
避免母亲吃错药……母亲每
个月要吃 200 多粒自制胶囊，
徐荣治和哥哥一有空就投入
到
“制药”
的工作中。

母亲服用兄弟俩自制的
药后，徐荣治的压力更大，
“恨
不得每天吃药都把我妈送到
医院再吃”。事实上，这两种
还未在我国正式上市的治癌
药品虽然有效，但副作用也同
样明显。
“ 乏力、高血压、蛋白
尿……体感很差”，母亲的痛
苦徐荣治都看在眼里。看着
无精打采的母亲，他很痛苦，
不过母亲却从来没有怀疑过
两个儿子。虽然身体百般不
适，
母亲依然每天打起精神。
副作用伴随疗效
去年 8 月，徐荣治母亲的
或许是新药起了作用，母 检查结果突然恶化。两个月
亲体内的肿瘤标志物含量逐渐 后，母亲离世。回想起给母亲
下降，
徐荣治觉得
“有希望了”
。 制药的那些日子，徐荣治有些
“ 多留母亲一秒也好”。
但希望背后，隐含着极大 庆幸，
的风险。徐荣治说，决定做药 但他也充满后怕，
“ 毕竟是个
前，自己就曾担心过自制原料 别情况，原料药副作用明显，
药的副作用问题，
“ 但是不吃 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还是尽
这个又能吃什么呢？
”
量不要用比较好”
。

业主怒撕小区电梯内美女广告
本报讯 当前，城市里几
乎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物业，
物业既为业主服务也会设法
多盈利，设置电梯广告便是一
个很好的盈利模式。然而近
日，广西南宁高新区某小区的
一位业主，认为电梯内的广告
太裸露，对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影响不好，就把广告给撕了，
被物业制止后双方起了纠纷。
据悉，被撕掉的是一家整
形美容机构的广告，上面画着
一名女子的半身像。当事物

业公司工作人员称，这是经过 是非已不止一次。去年 12 月，
审批的正规广告，还是签了合 浙江杭州一小区电梯因播放
同的，
不能说撕就撕。
避孕套广告引发争议，一名业
对此，南宁的公益律师刘 主 干 脆 将 广 告 显 示 屏 给 砸
丰铭称，小区电梯广告主要由 了。去年 3 月，湖北武汉一小
物业或业主委员会管理，虽然 区的电梯里出现一则性药品
对于电梯广告的画面没有明确 广告，居民王女士带着读小学
的标准及特别要求，但发布者 三年级的儿子坐电梯时，儿子
最好要考虑业主的感受。如果 看到那则广告后指着上面的
多数业主对某则电梯广告有意 “性福”二字说：
“ 老师教的是
见，
可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
或 ‘幸福’，这是错别字！”王女士
者要求撤掉或更换画面。
十分尴尬，赶紧转移话题。
（摘
其实，小区电梯广告惹出 编自《南国都市报》
）

“冰花”男孩步行 4.5
公里上学 1 月 9 日，云南
昭通一个孩子的照片引起
了广泛关注，
照片中的孩子
头发和眉毛被冰霜沾得雪
白，脸蛋通红，穿着并不厚
实的衣服，手上满是冻疮。
据悉，
这名
“冰花”
男孩正读
小学三年级，
当天因气温较
低，
他走了 4.5 公里路来上
学，
沾上了冰霜。网友隔空
喊话
“冰花”
男孩：
“孩子，
你
吃的苦将会照亮你未来的
路！
”
（摘编自《人民日报》
）

一语

惊人

“所有的责任我来承
担，救一条命总比害怕担
责任强。
”
——1 月 4 日，江苏南
京 63 岁的刘先生独自就
医时，倒在南京鼓楼医院
门前不省人事。因家属无
法立即赶到，急诊科主任
王军主动站出来替刘先生
签字做手术。事后，王军
如此表示。
（据中国之声）
跟一句：
有担当！

八旬
“主播”
街头讲新闻
本报讯 每天早上 8 点，在浙江平
阳县昆阳镇的五显殿街上，
83 岁的
“新
闻主播”陈友平都会按时到场，为附近
的老年居民讲一个小时新闻，
他还因此
收获了不少忠实
“粉丝”
。
陈友平喜欢学习新事物，每天都
会通过电脑、手机、报纸等渠道了解新
闻。2013 年，
陈友平跟老街坊聊天时，
常聊一些最近看到的法治新闻。让他
没想到的是，每次讲完，邻居们都会请
他再讲。陈友平想，
要不就干脆讲当天
发生的新闻，
不再局限于法治故事。
“我们这里老人用智能手机的比

较少，所以他们获取新闻没我快。”于
是，每天早晨 6 时，陈友平就起床看新
闻，并用自己的方式做好笔记，这已经
成为他每日的“必修课”。4 年多来，陈
友平从国际讲到国内，
从时事政治讲到
经济形势，从惩治贪腐讲到扫黄打非，
讲得有板有眼、
有根有据。
天气好的时候，听众们就带着凳
子坐在街上听陈友平开讲；
天气恶劣的
时候，
大家就会将阵地转移到街上的一
条长廊下。每天的“新闻直播”是他们
生活中无法缺失的一部分。
（摘编自《温
州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