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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李锦

亲情无价。永福县苏桥镇人小芳(化名)
不幸患上急性白血病，生命垂危，只有移
植造血干细胞才能挽救生命。知悉情况
后，弟弟小正(化名)说，“如果用我的造血
干细胞能救姐姐，那就多抽点。”他勇敢
地捐献出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来挽救姐姐
的生命。

日前，小芳在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
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康复良好。

18 岁少女不幸患上白血病

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
看。今年 18 岁的小芳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
庭中，虽然家庭不太宽裕，但一家人和和美
美。小芳性格十分开朗，朋友很多，原本就
读高中的她在班上成绩也不错。

2017 年 7 月，小芳因反复发热、胸部
疼痛，来到永福县一家医院检查治疗，没有
得到确诊，治疗也一直无明显效果。父母又
把她转入桂医附院血液内科诊疗。该院通过
MICM(骨髓形态学、白血病免疫分型、染
色体、融合基因)检查后，确诊她患有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高危组。

正值花季年龄的女儿患上绝症，父母如

同遭遇晴天霹雳，陷入悲痛中。
高危组白血病的最佳治疗方案是进行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但由于经济等多方面
存在困难，小芳的父母决定先让孩子接受化
疗，看看效果。经过一段时间化疗后，小芳
的病情暂时得到控制。但好景不长，很快，
她的病情又恶化了。

桂医附院血液内科主任董敏介绍，根据
病情分析，小芳只有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才可能长期存活甚至治愈。

为了挽救生命，父母带着小芳到外地医
院就医。经过血液配型检测发现，小芳与父
母、弟弟的配型均为单倍体相合(半相合)，
如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出现急性排斥反应
的风险高。但如果通过中华骨髓库去寻找配
型全相合的干细胞供者，不仅概率低，而且
耗费时间极长，小芳的身体能否坚持到配型
成功还是未知数，一家人的经济却已无法负
担。

在外地移植受阻后，小芳再次住进桂医
附院。据了解，桂医附院此前已做过全相合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具备相关技术和经
验，但没有做过配型半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且这种手术风险极大。

小芳的父亲周先生说：“只要有一线希
望，我们都不会放弃，我们都愿意试试。”

考虑到小芳本人和家属有移植的强烈愿
望，董敏手术团队经过反复讨论，并与外地

专家进行交流，最后制定了 HLA(人类白细
胞抗原)单倍体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方案。

10 岁弟弟毅然捐献造血干细胞

移植团队在充分讨论后认为， 10 岁的
小正造血干细胞再生能力更强，在“质量”
上也优于父母，更适合移植给姐姐，决定以
小正作为造血干细胞的供者。

在周先生征求小正的意见时，他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如果用我的造血干细胞能救
姐姐，那就多抽点，希望她能快点好起
来。”

1 月 13 日，小芳入住桂医附院造血干
细胞移植病房， 14 日开始接受预处理。
21 — 22 日连续两天，医生通过“动员剂”
把小正骨髓里的造血干细胞动员到血液中，
共采集了 380ml 造血干细胞输入到小芳体
内。

移植非常成功，但更大的难关却是术后
的抗感染、急性排异及植入失败等。那段时
间，小芳只能躺在移植病房内，隔着玻璃或
通过手机视频与弟弟沟通。

幸运的是，小芳顺利度过了急性排异及
植入失败等难关，在干细胞移植后的第 9
天，白细胞数量开始上升；第 11 天血小板
上升，造血功能逐渐恢复。 2 月 3 日，她

的血常规恢复正常顺利出仓； 2 月 12
日，小芳顺利出院调养。姐弟见面时，两
人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董敏告诉记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是目前治愈恶性血液病的唯一途
径。配型全相合是移植的最佳供者，否
则移植难度大，风险高。然而，配型全
相合只有同卵双胞胎才达到 100% ，其
他的直系亲属全相合概率只有 1/4 ，非
血缘关系人群全相合的概率只有几十万
分之一。此次小芳造血干细胞移植成
功，不仅是桂林首例单倍体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成功，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
义——— 这意味着我市血液病患者如果没
能在中华骨髓库配型成功，也可以通过
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配型，达到单倍
体相合(半相合)也能进行移植，大大提高
了白血病患者的生存几率。

另外，董敏提醒：造血干细胞移植
(骨髓移植)并不是抽取人体内的骨髓，而
是采用科学方法，促使造血干细胞从骨髓
释放到外周血液中，通过血细胞分离机，
从捐献者外周血中采集少量的造血干细
胞，其余血液回输捐献者体内，整个抽取
量还不如一次普通献血多。采集完成后，
造血干细胞会迅速增殖， 1 至 2 周内又
会恢复到原来水平，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会
影响人体健康。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秦文琴）为切实规范辖区
内猪肉市场经营行为，严防“非洲猪瘟染疫猪肉”等问题
生猪产品流入，保障猪肉市场安全，近日，象山区工商局
对辖区内农贸市场、生鲜超市、猪肉经营摊点等生猪产品
交易场所进行了专项检查。

据介绍，本次专项行动主要检查猪肉摊点经营户“两章
两证”是否齐全，严禁未经检疫或有可能感染的生猪产品进
入市场销售。同时，象山区工商局执法人员督促市场开办单
位（经营户）对上市猪肉产品加强查证验物和索证索票，建立
肉类经营户索票索证台账，一户一档，每天严格查验动物检
验检疫合格证及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存档备查，实现食品
安全溯源，全力保障农贸市场生鲜、冰鲜猪肉的质量安全和
正常供应，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象山区工商局负责人表示，近期将继续开展猪肉市场
专项检查工作，结合防控工作的开展向广大经营户、消费
者积极宣传“非洲猪瘟”防控知识，引导经营户、消费者
正确认识“非洲猪瘟”，科学应对疫情。

象山工商排查猪肉市场

严防“非洲猪瘟”

花季少女罹患白血病，10 岁弟弟勇敢捐献干细胞

姐姐，我们一定能救你
这也是桂林首次成功进行配型半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本报记者景碧锋 文/摄

今年春节前，央视以《广西象州：沙糖
橘滞销 价格跌果农愁》为题报道了来宾市
象州县砂糖桔价格下挫，出现滞销的情况。
报道称：象州砂糖桔最初的收购价是每公斤
7 元，后来是 4 元，到春节前不到 3 元，价
格出现大跳水。如果留在树上，大概到春
节，天气一暖，果实都会坏掉的。

实际上，从 2018 年末到 2019 年初，
桂林的砂糖桔售价也遭遇了整体下挫的情
况。当时，记者从荔浦、永福农业部门了解
到的情况是，桂林的砂糖桔仍然有将近三分
之一，约 40 万亩等待销售，售价维持在每
公斤 4 元左右。

砂糖桔售价下挫，维持在每
公斤 4 元左右；永福县未销售的
砂糖桔大概还有四分之一

日前，记者乘车在永福、荔浦两县
（市）走访，发现大片大片的白色薄膜下，
果实累累的砂糖桔压弯了枝头。“今年砂糖
桔的收购价很低，没有办法跟往年比。每公
斤 3 . 6 元到 6 元不等，一般普通的果每公
斤 4 元多。”永福县罗锦镇林村古座屯的
砂糖桔种植大户韦小连告诉记者。

“由于连续的阴雨天气，砂糖桔的甜
度、色泽都受到严重的影响，砂糖桔果不
红，大多是黄的。”韦小连说。记者了解
到，由于多年来持续打造的品牌效应，荔浦
砂糖桔售卖价格比永福每公斤多出两到四毛
钱。

在临桂区六塘镇羊田村，村支书邓永勤
告诉记者：“砂糖桔是去年 12 月下旬陆续
开始上市的。刚开始有客商来村里收购。有
村民每公斤卖到 8 . 2 元。然而，很快砂糖
桔的价格就持续下挫，目前本地的收购价基
本是每公斤 4 .6 元到 4 .7 元。”

“由于长期的阴雨天气，砂糖桔有些
‘泡’了，果皮松软，不耐运输。还有就是
广东及柳州周边的来宾象州砂糖桔的品质不
高，低价出售，影响了市场的价格。”灵川
县潭下镇镇干部秦文蓉说。

对于砂糖桔售价下挫，永福县农业局的
张站长表示：“近几年，由于砂糖桔的售价
飙升，种植面积持续不断扩大，价格出现了
一个回归，这是正常的市场调节的结果。往
年砂糖桔由于种植面积有限，特别是临近年
关，客商有哄抢哄抬价格的现象，致使每公
斤售价达到 9 到 10 元，甚至更高。今后随
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基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了。”

记者在永福县罗锦镇一带走访了解到，
目前砂糖桔售价从每公斤 2 . 4 元到 4 . 4 元

不 等 ， 品 质 好 的 4
元— 4 . 4 元每公斤，普通
的在 3 . 4 元左右，品质差的
2 .4 元/公斤。

记者了解到，桂林的砂糖桔种植主要
集中在荔浦、永福两地，阳朔、灵川、临
桂、雁山等县（区）也有不小面积。桂林
市的总种植面积超过 100 万亩。荔浦由
于种植最早，售价较高；种植面积最大的
当属永福县，达到 43 . 6 万亩。目前，永
福县未销售的砂糖桔大概还有四分之一，
大多数以种植大户为主。

砂糖桔价格下挫，使得将
桔果当做“期货”炒作的资本止
步，以至退出，让桔果价格回归
理性，更有利于产业本身的发
展

记者常年在桂北乡村走访，深知农业
生产受环境和气候因素的影响很大。

目前，整个广西的砂糖桔种植面积在
300 万亩左右，其中西林、岑溪、苍梧、崇左
等南部产区为早熟产区，象州、蒙山、金秀
等为中熟产区，荔浦、永福、灵川等为晚熟
产区。按照往年的情况，通常是早、中、晚熟
产区水果依次上市。

然而，去年 11 月 20 日前后，早熟
区砂糖桔陆续上市时遇上阴雨连绵，给砂
糖桔销售带来巨大冲击，销售价格跌破 4
元/公斤。早熟区和新产区一些过熟果和头
年初产的粗皮果开始以 2 元/公斤左右的
价格抛售。

业内人士分析，因阴雨连绵，砂糖桔
推迟成熟，采摘受影响，使中熟产区与晚
熟区果品上市时间重叠。此外，阴冷天气
也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永福县农业局的工作人员向海林告诉
记者，根据检测， 2018 年 10 月后，阴
雨天总共达到 43 天，导致砂糖桔品质
差、不耐储存，影响了运输和销售。

另外被频频提到的就是，砂糖桔这些

年价格飙升引发了疯狂追逐种植。全区的
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300 万亩，桂林的种植
面积超过 100 万亩。记者常年在桂林各县
(市)行走，无论是驱车行驶在灵川灵田的大
山深处，还是乘高铁在桂林境内穿梭，向
车窗外望去，一片片桔树遍植在田野上，
可以说砂糖桔几乎无处不在。

“前些年，砂糖桔的种植成本每公斤
在 3 元，每公斤卖 10 元的话，几乎能赚到
投入的两倍多，甚至更高。丰产期的砂糖
桔每亩产量能达到 8000 到 10000 斤，甚
至更高，种一亩砂糖桔的收益能达到三四
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属于相对易于操作
的，可以说钱还是比较容易赚的。”市水
果办的小郑跟记者边聊边算了笔账，按前
两年的种植和管护情况及市场行情，一般
情况下，一对夫妇管护二三十亩砂糖桔园
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四五年后达到丰产期
时，一年的纯收入动辄五六十万，甚至更
高。

随着 2018 年年初砂糖桔价格的下挫，
到今年年初的继续下降，大多数砂糖桔种
植户认为，砂糖桔价格这些年被炒得太高
了，目前的这种状况是一种回归。

“早在 2012 年，砂糖桔售价开始飙升
时，我们就觉得每斤售价达到 2 . 5 到 3 元
为宜，除去成本每亩收益能达到 1 万块左
右。以近些年的情况来说，已经是很可观
的了，过高则不利于产业本身发展。然而
市场的持续追捧，资本的注入，使得桔果
的售价持续上升。作为职能部门来说，我
们也没办法。今年砂糖桔价格的下挫滞
销，给疯狂注入资本追求暴利的种植者浇
了一瓢凉水，让把砂糖桔当成‘摇钱树’
的人清醒一下。可以说，价格一旦回落，
让将砂糖桔当做期货炒作的资本退出，让
桔果的价格回归理性，更有利于产业本身
的发展。”小郑说。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黄煜杰）一位老人摔倒在路
面，久久不能动弹，路过的警车上下来几个民警，将老人扶
起并呼叫救护车救助。这是 2 月 19 日发生在雁山中学路口
的暖心一幕。

当天上午 9 点 45 分，雁山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吴重刚带
领辅警秦晨、欧畴涛、尹辉、刘守金、廖伟聪执行完警务任
务，接着开展日常道路安全巡逻。当他们的警车行驶至雁山
中学路口花圃路段时，发现一位老奶奶倒在花圃边缘。 他
们立即停车，一边安排民警摆放锥筒设立警戒区，一边与热
心市民一起扶起老奶奶并询问情况。

通过询问得知，老奶奶姓彭，今年 86 岁了，是广西植
物研究所雁山分所的退休职工，当天想到雁山菜市赶圩，在
过马路时因为路滑而跌倒了。

吴重刚介绍，他们担心彭奶奶年事已高，而且不知道是
否骨折，于是请求解放军 924 医院驻雁山点的救护车前来救
助，并通知彭奶奶的家属、单位。5 分钟后，救护车到达，彭奶
奶的老伴及单位负责人也赶到现场。看到彭奶奶被抬上救护
车送往医院诊治，几位民警才放心地继续执行巡逻任务。

目前，彭奶奶因脚扭伤，正在 924 医院治疗。

巡逻遇见老人摔倒

雁山交警急施援手

本报讯（通讯员张超群）近日，广西区南溪山医院又推
出了一项新的便民举措——— “共享病床”。这项在全区医院
中首创的服务措施，有效缓解了病人住院难的问题，受到患
者和临床科室的一致好评。

自去年 12 月以来，桂林天气寒冷潮湿，住院的呼吸道
疾病患者剧增，市区多家医院呼吸科、儿科病房均出现住院
患者爆满、一床难求的局面。如何让需要住院的患者能及时
住院治疗？南溪山医院医务部、护理部创新工作思路，急患者
之所急，多次深入临床一线科室调研，他们转变传统住院收
治病人的模式，创造性地在部分科室开设了“共享病床”。

南溪山医院医务部主任刘慧华介绍，在医院内部，由于
科室设置、病区面积等因素的限制，每一个病区的床位数以
及相应配备的护理人员是相对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短时
间之内迅速地扩张床位、增加医护人员难以实现。而一些病
种的患者是季节性地增多，这就决定了对床位的需求也是季
节性、短期的。南溪山医院医务部和护理部在经过调研后，
借鉴国内外医院的先进做法，率先在桂林市推出“共享病
床”模式，即“病床管理相对统一，医师跟着病人走”。举
例来说，呼吸道疾病患者入院后，若呼吸科床位不足，在呼
吸科医护人员带领下，病人到邻近的胸外科病房入住。在胸
外科住院期间，患者的治疗方案、每日查房、疗效观察、病
历书写等工作全部由呼吸科的专科医师完成，而专科性不太
强的护理工作则由胸外科的护士代替完成。也即是说，即便
患者不在呼吸科病区住院，患者的疾病诊治仍然全部由专业
的呼吸科医师进行。这样，确保了医疗质量，打消了患者的
顾虑，解决了患者住院难的问题，也充分地利用了医院一些
科室相对闲置的床位，真正实现了患者、科室、医院三方共
赢。

据悉，南溪山医院自今年 1 月推出“共享病床”的服务
举措以来，截至 2 月 14 日，呼吸科等科室的共享病床使用
已近 70 例，确保了专科病人得到及时的住院治疗。

“共享病床”

解决病人住院难
——— 南溪山医院推出便民新举措

今年春节前，央视以《广西象州：沙糖橘滞销 价格跌果农愁》

为题报道了来宾市象州县砂糖桔价格下挫，出现滞销的情况。报道

称：象州砂糖桔最初的收购价是每公斤 7 元，后来是 4 元，到春节前

不到 3 元，价格出现大跳水。如果留在树上，大概到春节，天气一

暖，果实都会坏掉的。

实际上，从 2018 年末到 2019 年初，桂林的砂糖桔售价也遭遇了

整体下挫。当时，记者从荔浦、永福农业部门了解到的情况是，桂林

的砂糖桔仍然有将近三分之一，约 40 万亩等待销售，售价维持在每公

斤 4 元左右。

经历十多年疯狂扩张

砂糖桔价格走低将怎样影响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桂晨 通讯员唐熠）记者从气象部门获
悉，本周经历短暂低温阴雨天气后，气温将逐渐回升。月末
至下月初，桂林有望出现 20℃ 以上的气温。

据统计， 2 月 18-22 日，桂林天气以低温阴雨为主基
调， 17-18 日出现了初雷和今年第一场暴雨。上周全市平
均气温 3 . 3-7 . 0℃ ，与常年同期相比，各地气温偏低幅度
较大，偏低 3 .9-4 .9℃ 。周内最高气温出现在 2 月 20 日，
为 10 . 5℃ 。周降雨量累计 60 . 9-107 . 8 毫米，与常年同期
相比，各地偏多 1 .5 倍至 3 .1 倍。

预计未来一周，全市阴雨天气仍然较多，与常年同期相
比，平均气温前期偏低，后期偏高，雨量正常。具体为，
25-26 日阴天有小雨，北风风力较大， 27 日至 3 月 1 日多
云有分散小雨。

值得一提的是，受西南暖低压影响， 20℃ 以上的气温
将自广西南部向北发展， 26 日后桂林气温将有明显回升，
最低气温也将回升到 10℃ 以上。月末至下月初，更是有望
出现 20℃ 以上的高温。同时由于风力较小，降水不明显，
大气污染物扩散条件较差，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防污染天气应
对措施。

本周后期气温有所回升
周末有望突破 20℃

果农正在采摘砂糖桔。

果农在将砂糖桔分拣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