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会因为自己体内缺乏一种因子，而会出血不止造成我

残疾？我为什么不去看病？我为什么不打针？我为什么不治疗？我从小就在无数次的问妈妈，问自己！我小的

时候是没有特效药八因子的，我每次出血只能自己扛着！一夜夜的熬着！看着妈妈伤心的眼泪，我坚强的扛

着！我不哭！我不闹！小小年纪的我，已经学会了和年龄不相仿的坚强！但是，无论我多坚强，我慢慢的一条

腿走不了路了，慢慢的两条腿都伸不直了，我终于坐上了轮椅！12岁，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年龄，那一年，

我接受了只能终生和轮椅为伴的事实！为了不想再看到妈妈伤心的眼泪，我坚强的笑着，我坚强的活着！

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那么几位和我一样的血友病患者，我们是同龄人！我们患有同样地疾

病！“血友病”。同样的想法，同样的坚持，使我们走到一起！

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能使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希望所有的血友病患者都能得到帮助”。目标有

了！理想有了！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信心、有坚持，有担当。就这样，一个血友病患者自发的组织成立

了！“中国血友之家”。一个纯粹由患者自发成立的血友病患者组织。 

血友病这个群体有很多困难和疾苦，作为患者组织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如何做？这是中国血友之家成立

之初就确定的：

政策倡导。我们想帮助更多的患者,可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怎么才能帮到所有病友,于是,我

们想到了国家政策!一个政策可以惠及到一个国家、省、市、县所有的病友。这是解决我们这种病痛的根本方

法。这也是能从根本上帮到我们每一位病友的最好的方法。

血友病相关问题宣讲。很少有人了解血友病，别说了解了,就是听说这个病的人也很少，使很多病友和家

庭经历着很多大家重复的痛苦，治疗和护理上走了很多弯路。知道的人少就不会有人关注，这个“人”包括所

有人，政府官员、医生、公众，只有让更多人了解血友病这个群体，才会有更多的关注。也才会有人去帮助我

们。才会有更多的病友在发病初期能被诊断出来，而不是因为误诊而延误治疗时间，从而造成病友们的终身的

遗憾。

十一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付出的时间和付出的心血是没有办法用数字或者文字

来描述的！我们都是患者，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每一次出门，每一次组织活动，我们那都是拿出很大的

决心去做的事情！一直鼓励我坚持向前的，就是儿时流着泪的妈妈的眼睛。我不想让她老人家的眼泪在其他的

病友妈妈或家人的脸上重现。所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奋斗方向，要从根本上解决病友们的实际困难！

多年来在政策倡导上我们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事实证明，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医保政策，这可以说是在

所有罕见病病种中，血友病医保政策是最好的。通过我们和各地方组织的努力，国家给予了血友病最多的医保

政策支持，很多省市的血友病医保政策几乎可以做到零自负。宣传，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这个群体，有更多

社会力量来帮助这个群体，这都源于血友病这个疾病和这个群体越来越多的被推向公众面前，使大家更多的了

解到这个群体所面临的困难与疾苦，进而关心、帮助这个群体。血友病护理知识宣传，我们通过网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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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书籍、会议、媒体等多种形式，使病友特别是农村病友能更多的了解到血友病治疗、护理知识，使病友

在治疗和护理上不走或少走弯路。

十一年时间转瞬即逝，中国血友之家所取得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但我们这个群体还面临很多的困难，作

为一个患者组织领导者如何做到“与时俱进”，是时时刻刻在我们脑海里思考的。

医保政策已经有了，但很多地方还不是很完善，有了政策，但病友享受不到，这就需要有进一步的工作，

去落实这些政策，使病友能真正受益，我们称之为“政策落地”。只有真正使广大病友能享受到医保政策，这

才是我们的奋斗方向。农村的医保政策还比较差，我们正在加大农村医保政策的倡导力度，使农村病友也享受

到医保政策所带来的帮助，他们也更需要帮助。

除政策和宣传领域，我们今后将更多的开展个体救助及更多对于病友的帮助，如技能培训、个体救助、心

理疏导等，使中国血友之家由一个单一性组织，向服务性组织逐步平稳的转变。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帮到更

多需要帮助的病友。所服务的领域也会有所增加。

前几天我去北京市协和医院，见到一位病友和他的父母，病友也坐轮椅。交谈时，病友的父亲和我说了很

多，他是包头的，在他们那报销八因子是需要住院才行，他一直在坚持跑医保，希望能将八因子加入门诊特殊

病，他说了去跑医保政策所遇到的困惑，我帮他分析的情况，并教给他一些方法，希望能帮到他！老人家跑的

很辛苦，但还在坚持，他说因为这是最终能解决治疗费用的唯一办法。老人家说到自己的身体时很担心，不是

担心他自己，而是在担心以后孩子怎么办？一位60多岁的老人，还在担心自己30多岁的孩子，原因就是他孩

子是血友病患者。我记得很清楚，老人家说，以前我不怕，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行，今年觉得自己老了，因为糖

尿病，去年还165斤的体重，今年还剩130斤了，说到此处老人家落泪了。我不敢再看老人家的眼睛，我想到

了自己的父母，想到了我的儿时，妈妈的眼泪！想到还有多少血友病患者的父母有这种担忧。每次这样近距离

的接触病友，我都有很多感触，也更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决心！

作为一个由血友病患者发起的患者组织，我们有责任有信心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帮助更多病友解决更多

的实际困难。除以往开展的工作领域，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会进一步加大和血友病相关领域的工作，以通

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病友。

十一年来很多事情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坚持！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会一直

努力，会坚持我们的宗旨。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为了让更多的病友父母不再担心他们的孩子！为了让更多

的病友的妻子不再担心自己的丈夫！为了更多的小病友不再经历我们的痛苦！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为了我们

自己的将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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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闻
河北省卫生厅关于将“人凝血因子Ⅷ”纳入《河北省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报销药物目录》

冀卫农基〔2011〕37号

各市卫生局、各省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

为使患血友病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的农村居民获得基本医疗保障，经省卫生厅研

究决定：将“人凝血因子Ⅷ（注射剂）”纳入《河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药物目录》。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在将“人凝血因子Ⅷ（注射剂）”纳入《河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药物目录》的同时，各地应将血友

病纳入“特殊病种大额门诊补偿”范围，其门诊或住院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包括使用“人凝血因子Ⅷ（注射

剂）”治疗的费用，一律按照当地新农合统筹补偿方案住院补偿的规定给予补偿报销。请各地认真遵照执行。

本通知自2011年11月1日起实行。

二O一一年十月十日

楚天都市报讯 图为：陈竺部长（右）与湖北省卫生厅厅长焦红交流 记者陈勇摄

（记者严珑 通讯员黄冬香 聂一刚 涂晓晨）卫生

部部长、著名血液学专家陈竺院士昨在汉透露，我

国拟出台多项医改新政，将惠及血液病患者。

陈竺此次来汉参加的第13届“全国实验血液学

学术会议”，由武汉协和医院血液病学研究所和湖

北省医学会承办。他在会上表示，针对血液疾病，

要充分发挥基本医保的作用。目前已将儿童白血病

纳入大病救助保障，正在试点对血友病进行大病救

助保障，拟考虑将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纳入大病救

助保障。同时，拟将抗血液肿瘤的化学药物、因子

VIII、凝血酶原复合物等血液病治疗药物列入基本药

物目录。

拟出台多项措施惠及血液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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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缰而行三千里
——记中国血友之家记录片采风（即墨）2011.10.5

文/中国血友之家办公室

今天是开始进行采风工作的第一天，经过一上

午的颠簸，车子终于来到了我们此行的第一站青岛

市即墨地区。我们要去看的第一户血友人家是徐氏

兄弟家，他们兄弟二人都是血友病患者，生活条件

很是困难。

当我们走进徐氏兄弟所居住的村子的时候，徐

妈妈已经在村口等待我们了。乍一打眼，觉得这是

一个很是干练的中年妇女，然而她额头的皱纹却告

诉我们，她内心有着不同于外表的挣扎。“走吧，

快去家里坐坐！”徐妈妈一边说着一边热情的为我

们在前面引路。一边走着，一边四处打量着这个小

村落。村子里的屋子错落有序，几乎家家户户都是

崭新的瓦房，虽然没有扎眼的小楼，但是不时开过

的摩托、拖拉机，依然告诉我，这是一个生活宽裕

的村子。在这样一个较为富庶的环境里，或许，徐

氏兄弟的生活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糟糕，或许转

过弯去，也会有一间徐家的大瓦房。我心里暗暗的

想着，同时也悄悄的松了口气。

“前面到了呢！”徐妈妈在一间和周围并无两

样的瓦房跟前招呼着我们，我一看，也为血友能有

不错的居住环境感到高兴。然而事实却并没有按照

我心里的剧本发展下去。徐妈妈离开了瓦房继续向

前走了几步，钻进一所低矮老旧的院子。我不由得

一愣，这个院子同周围的瓦房相比，看起来是那么

的刺眼，它的低矮老旧，让它在这片安定祥和的村

落里显得格格不入。

“这就是我们家老大。”徐妈妈一边说着一边

拉过一个瘦削的青年，同时一只手指着旁边的一个

胖嘟嘟的男孩道“这是老二”。“老大今年21了，

从一年级开始就不上学了，虽然学校里给减免了学

杂费，但是他的腿不行了。老二12岁了，读到三年

级，你们不要看他胖呼呼的，不过他真的没有吃什

么好东西的！”徐妈妈给我们介绍着两位血友简单

的情况，一边还焦急着强调着小儿子的胖，生怕小

儿子的胖惹恼了我们是的。我心里不由得一酸，也

不忍打断徐妈妈的话语。

“你们家收入怎么样呢？”导演问道。

“哎，家里就是靠着他爸爸出去打工翻沙子赚

点钱，一个月也就是1500块钱，勉强着过吧”。徐

妈妈的眼神里透出一股子凄苦，但是她的语气里却

没有什么抱怨。

“那你们这的药能用上么？能做到预防治疗

吗？买药的钱能报销多少呢？”

“这个药真是不好买！第八因子不好买，主要

用冷沉淀。药物还能用上一些的。预防治疗什么的

那哪里敢想啊,家里虽然存了几只药，但是也只有

在他们是在疼的受不了的时候才舍得给他们打上一

支。报销也是帮助有限，政策虽然出了说能给报销

70%，但是下面的政府不执行，我们病人家属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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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办法了。”

“对了，前段时间的小葵花救助项目您这边申

请了吗？”

“没啊，那个救助说是要三个月内用12支药才

能可以，我们哪舍得用这么多的药？就算他们救助

我们一部分，剩余的我们也掏不起啊。”徐妈妈的

声音里似乎都是化不开的苦。

“我们看你家老大都21了，那有没有想着让他

学点什么技术今后谋生？你们今后又是怎么打算的

呢？”

“哎，他身体不行啊，你看他的这腿，现在既

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上厕所都蹲不下，常年保持

这种半蜷曲的情况，肌肉都萎缩了。今后的生活我

是想都不敢想，我现在身上有病不能做活，两个孩

子又是这样，我想死我都不敢死啊。”徐妈妈说着

眼里的泪水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即墨这边还有好几个得这种病的，但是人家

家里条件好一些，向我们这种情况，根本买不起因

子，因子怎么就这么贵！”

我根本就不敢望向徐妈妈的眼睛，因为她的问

题，我也回答不了。一时间，我甚至都不知道能做

些什么可以让他们获得最直接的帮助，这种无力

感，立刻把我掏空了。

离开徐氏兄弟家的时候，徐妈妈执意塞给我们

一袋花生，并一再说家里没有什么，就是有点地里

刚下的花生，让我们带着路上吃。车子开动了，我

是低着头的，因为徐家一家人的像看救星一样看着

我们的眼神深深刺痛着我。我不能给他们任何有效

地担保，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奇迹，可是他们的淳

朴，却让我坐卧难安。我轻轻的剥开一粒花生，咀

嚼着，耳边不断的响起徐妈妈、徐家老大的那句

“帮帮我们吧”，嘴里和心里，忽而香甜，忽而苦

涩。

2011-10-5 

晌午于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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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缰而行三千里
——记中国血友之家纪录片采风（德州）2011.10.8

用爱点燃希望
文/中国血友之家办公室

今天的第三站我们将采访一个叫做小熊的年轻

人，他的故事也是一个让我们感慨颇深的故事。

小熊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带着一副眼

镜，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的样子，但是

双腿行动的不便依然出卖了他的病情。小熊现在经

营一家电脑维修店面，而隔壁就是熊妈妈经营的小

吃店，在不远处就是小熊媳妇经营的面馆。一家人

忙忙碌碌的，却充斥的温馨的满足感。

小熊告诉我们说，开始的生活并不像现在的这

样顺风顺水。小熊自小就常常发病，小时候家里

穷，没有药，只能靠自己硬抗，经常是疼的死去活

来。熊妈妈为了治疗小熊的病加倍的工作，还帮人

洗衣服贴补家用，甚至每天只睡两个小时，给自己

身上落下了一身的病根。但是年轻时的小熊却是不

太懂事，在病魔的折磨下，他也曾痛苦的埋怨母亲

为什么不在他出生的时候扔掉他，这样就可以一了

百了。

后来，小熊在高中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也

就是现在的熊太太，自此，他开始认清了生活的道

路，也明白了母亲的艰难和伟大。他来信告诉母亲

说，会好好活下去，并且感谢母亲这些年的辛劳。

改变后的小熊如愿的考上了大学，但是大学生活对

小熊也是一个挑战。有时候发病甚至会晕倒在宿舍

里。学校为小熊减免了一部分费用，可是小熊却不

敢接受，他生怕会因此暴露自己的病情，失去这难

得的读书机会。还好，在宿舍同学的帮助下，小熊

有惊无险的度过了大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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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的小熊却依然是面对艰难的问题。由于

身体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单位都不愿意接受小熊，

他曾苦苦哀求父亲单位，希望能雇佣他做个门卫什

么，都是惨遭拒绝。但是小熊没有放弃生活，他开

办了自己的电脑维修店面，甚至还在身体允许的情

况下坚持上门维修。熊太太也是一直陪伴在小熊身

边不离不弃，开了家面馆同他相濡以沫。自此，他

们的生活才步入了正轨。

     

 小熊说，他知道血友病人谋生的难的困境，所

以他非常愿意无偿的把自己修电脑、做面和做小吃

的技术传授给他人，帮助血友们重拾自己的生活。

小熊坚定的眼神让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不曾

见过的精神，相信这就是爱的力量，让这只迷途的

羔羊能知返。未来的生活里，小熊必定会将这份爱

带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海洋天堂”项目实践者的感悟
中国血友之家“海洋天堂”救助活动已经开展

了一个月的时间了，作为中国血友之家的工作人

员，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执行人员之一，我的感触

颇多。

项目执行的一个月中，每周，我都会穿梭于北

京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两家医院间。亲身站在

医院的一线，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血友病患儿，看

到了形形色色的“血友病家庭”，不禁令我反思的

是，维系一个罕见病的家庭，除了无边的亲情外，

究竟还剩下些什么？

关于亲情
正所谓，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对于患有血友病

的患儿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尽管每个孩子的父母

来自不同的地方；讲着不同的口音；有着不同的性

格，带着各式各样的身份。但是当他们踏进了医院

的门诊大厅那一刻，目的就只有一个：倾注全部的

爱，挽救孩子的生命——血浓于水的亲情。这些血

友病患儿中，有一个叫小鑫的孩子的母亲，让我印

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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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鑫今年13岁，是血友病B型重度患者。他的

双膝关节已经因为长期反复出血而变形肿大，严重

的时候不能下床走路，曾辍学在家长达半年之久。

小鑫的家在河北农村，家境贫寒，小鑫母亲为了给

孩子治病，和父亲在北京每日清晨出摊以卖菜为

生。然而这点微薄的收入远远不够支持孩子药费

的。如果不是小鑫有两个在外打工的姐姐支援，孩

子的双腿恐怕早已保不住了。在医院，我只见到了

这位朴实的母亲，却未曾看到孩子的父亲。母亲含

泪给我们讲述了带着小鑫多年求医问诊的经历，除

此之外，她还提到由于孩子的病是家族遗传，所以

在家里，小鑫的母亲经常受气，甚至每次带着孩子

出来看病拿药，父亲都会打骂小鑫的母亲。可是即

便如此，小鑫的母亲也没有耽误给孩子治病，只要

有钱，就会带着孩子来医院打针用药。现在小鑫的

双腿在母亲的细心照料下，已经逐渐恢复，渐渐好

转起来。在这个血友病家庭里，小鑫的母亲展现出

了中国传统女性最美的一面：善良、朴实、坚定、

勤俭持家，她爱她的丈夫和孩子，也爱这个家。只

是交谈过程中，我总能捕捉到她眸中偶尔闪过的些

许哀怨和无奈，作为一个女性，她担当和背负着太

多太多沉重的东西。然而让她咬牙坚持下去的，无

非是因为两个字：母亲。

关于坚持
聊到血友病患儿的成长经历的时候，我听到父

母们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哪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

治病。就像小鑫的母亲一样⋯⋯在他们眼中，我看

到了从未有过的认真，那种坚定地信念。也许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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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生命的感恩。

关于爱
很多时候，我会反思，我们究竟能帮到多少

人，有多少人还等待着，需要我们去帮？每每想到

这个问题，到最后我都会发笑。中国太大，只要有

人的地方，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作为NGO组织

中的公益组织，作为公益组织中的关爱罕见病组

织，或许从某种层面来讲，我们本身也是弱势群体

之一。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步伐不应该停滞，每位父

母含泪望着他们的孩子时，除了有爱，有时还有无

助。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为父母打气，让父母

对孩子的爱多一些勇气和信心。每每看到父母接到

项目申请表时的开心的笑，我也会由衷的替他们感

到欣慰。让父母对血友病孩子的爱有一个着陆点，

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像这样的话语和故事，在工作中，我还遇到了

好多好多，但是每一次他们都能给我不同的感受和

感动，让我的内心始终充实着温暖，即使再冷的寒

冬，有着他们身上的暖意，我也无所畏惧。

祝福你们，亲爱的小血友，希望你们在今后的

道路上能多一点顺利，少一些坎坷。

中国血友之家办公室

刘政

们为孩子求医的路途中，曾不止一次的有人问他

们，这样做值得不值得，但是一位的来自农村的大

伯，却这样告诉我：他不懂什么大道理，也没考虑

过什么值得不值得，他只知道这是一条活生生的

命，是他的亲生骨肉，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孩子在

痛苦里挣扎，他做不到。话虽简单，却清清楚楚表

达出为人父母，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对孩子坚定的

爱。然而对于更多患儿来说，坚定、坚持，已经是

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了。由于从小就长期反复

的出血、疼痛，出血、疼痛，到最后的拄拐，坐轮

椅，辍学，孤独，自闭。这个过程对于没有得到正

规治疗的血友病患儿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必然发生

的。病痛的折磨不只是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同时也

让很多孩子发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心灵的伤是很

难用凝血因子治愈的。然而我也看到了，那些不愿

放弃自己生命的孩子，也许是因为不服输的精神，

也许是人类求生的本能，但是他一直咬牙坚持着，

坚持着每周跨越大半个北京城，独自一人来医院看

病拿药打针，他的名字叫小宝，今年只有12岁。

在儿童医院血液科血友病门诊医生的眼中，小

宝是一个坚强的孩子。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每

周都独自一人来医院挂号、看病、拿药、最近还学

会了自己给自己打针。然而当我与这个孩子聊起来

的时候，才知道他的家庭实属于社会的边缘。小宝

的家在安徽，今年为了给孩子看病，他们全家来到

了北京投奔了亲戚，父母虽把孩子看病当为头等大

事，但因为每天早上要出早点生意，在北京维持生

计，所以没有人会陪小宝来医院看病打针。不知从

哪一天起，小宝每日要从清河跨越大半个北京城，

独自一人来到儿童医院看病打针。弱小的背影，礼

貌的与大家交流，很难让人想象，这只是一个12岁

的农村孩子。并且已经因病辍学很久了⋯⋯他的动

力源自两个字：坚持，这种坚持是对命运的倔强，

11



关于中国血友之家血友病患儿救助项目第一期开始接受申请的通知

中国血友之家携手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瓷

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参与壹基金“海洋天堂”公

益救助计划。中国血友之家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血

友病患儿救助公益行动第一期开始接受申请。 

“海洋天堂”项目是壹基金儿童关怀领域的公

益计划，本计划致力于为特殊类型残障儿童得到及

时充分有效的救助以促进其更好的发展，享有“确

保其尊严、促进其自立”。有利于其积极参与社会

生活,享有充实而适当的生活。 

本计划所服务的儿童，属于特殊类型残障儿

童，是残障儿童中的一

部分，尤其指目前政府

福利所未能覆盖到或覆

盖不足、严重影响家庭

发展导致家庭贫困和社

会问题的特殊类型残障

儿童，如自闭症，脑

瘫，罕见病等类型的残

障儿童。

中国血友之家及其

他各罕见病组织将参与

执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

金会“海洋天堂”救助

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海洋天堂”中国血

友之家血友病患儿救助

项目。 

我们将为身处困境

的血友病儿童提供医疗

救助、生活补助、教育资助、心理支持等关怀救助

服务以提高其生存质量、促进其成长发展、助力其

融入社会。 

“海洋天堂”计划为期三年，目前到2011年

底前为第一期。试运行阶段，主要针对全国血友病

儿童，血友病危重患儿。包含血友病患儿的医疗救

助和生活救助两部分。医疗救助主要以血友病患儿

危急生命的急、重症出血和血友病患儿康复治疗为

主。生活救助主要以农村血友病患儿家庭经济情况

较为困难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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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天堂”中国血友之家血友病患儿医疗救助详情

背景：

“海洋天堂”中国血友之家血友病患儿救助项

目第一期，将有八万元善款用于血友病患儿的医疗

救助。 

救助对象：

此次医疗救助优先救助患儿急危重出血、骨关

节病变、假肿瘤及其他因血友病导致的严重并发症

的危重血友病患儿。 

救助标准：

1. 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600元，城镇、农村低

保户，优先考虑。 

2. 未享有医保报销政策的血友病患儿。 

3. 未同时参加任何其他救助活动或其他慈善救

助项目的血友病患儿。 

4. 原则上，参与本期项目救助的每位血友病患

儿最高救助额度不超过6000元（RMB）。 

重要说明：

1.救助申请人必须为患者的法定监护人，申请

人对其提交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2.本次申请的递交并不代表已经获准得到医疗

救助；

3.项目所资助的患者医疗方案及风险，均与中

国血友之家无关；

4.对申报资料中出现的虚假、伪造或隐瞒等行

为，中国血友之家将追索其所获得的全部医疗资

助，并取消其今后从中国血友之家获得捐助的机

会，情节严重者将对之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进行诉

讼；

5.所有得到医疗资助的患者监护人均有责任和

义务向中国血友之家提供必要的有关患者的反馈信

息；

6.所有得到医疗资助的患者监护人均有责任和

义务配合中国血友之家用于公益目的宣传和采访活

动，并同意使用照片、录像等资料。

实施细节：

中国血友之家将与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

院合作，为该项目第一期医疗救助环节的定点救助

医院。患病儿童在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进

行医治，相关科室专家、医生将根据患儿的病情进

行救助推荐。推荐患儿家庭可填写“医疗救助申请

表”（详见附件1-医疗救助申请表）邮寄或快递至

中国血友之家，中国血友之家将对推荐个体进行审

核，分别从审核对象的患病情况、患儿年龄、家庭

经济情况、社会福利情况和医疗情况等方面综合考

虑，确定救助对象，给予通知和网站公示。

救助步骤参照下图：

以上所有条款最终解释权属中国血友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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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天堂”中国血友之家血友病患儿生活救助详情

背景：

“海洋天堂”中国血友之家血友病患儿救助项

目第一期，将有二万元善款用于血友病患儿的生活

救助。 

补助对象：

18周岁以下血友病儿童或少年。受助人家庭经

济情况较为困难。

重要说明：

1、救助申请人必须为患者的法定监护人，并提

供申请人本人的银行账号作为接受资助指定账号，

申请人对其提交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

责；

3、本次申请的递交并不代表已经获准得到生活

补助；

4、对申报资料中出现的虚假、伪造或隐瞒等

行为，中国血友之家将追索其所获得的全部生活补

助；

5、所有得到生活补助的申请人均有责任和义务

为中国血友之家提供必要的有关患者的反馈信息；

6、所有得到生活补助的申请人均有责任和义务

配合中国血友之家用于公益目的宣传和采访活动，

并同意使用照片、录像等资料。

实施细则：

以每户每月200元的标准进行发放。申请补助

需填写生活补助申请表（详见附件2-生活救助申请

表）。之后中国血友之家将会进行筛选，救助申请

人必须为患者的法定监护人，并提供申请人本人的

银行账号作为接受资助指定账号，申请人对其提交

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最终确定生活补

助的人员名单，届时名单将会公布于中国血友之家

的网站上。

救助步骤参照下图：

以上所有条款最终解释权属中国血友之家

申请时，请根据不同申请救助类型填写申请表

（详见附件1-医疗救助申请表、附件2-生活救助申

请表），请将填写的申请表正本通过快递邮寄送至

中国血友之家办公室。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北路地铁古城家园

4号楼1305室，收件人：李岩松

邮  编：100043

咨询电话：010-68831680（工作时间：9:00—

17:30）

中国血友之家

201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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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梦想支点”罕见病奖学金计划申请公告

为了资助和表彰在学习方面表现优异或在文艺方面展现天赋的受教育阶段罕见病青少年，瓷娃娃罕见病关

爱中心发起设立“‘梦想支点’罕见病奖学金计划”，希望通过奖学金的形式改善获奖罕见病青少年的学习环

境、激发他们在学业和文艺方面继续精进的潜力、鼓励更多罕见病家庭重视教育、增进社会对罕见病群体的了

解和支持。

梦想支点罕见病奖学金计划常年接受申请，每年度评选一次并举行颁奖仪式。本年度评奖由中华少年儿童

慈善救助基金会资助，现面向罕见病群体公开接受申请。

一、奖项设置
1、学业优异奖（中小学组），20人，奖金1000元/人；

2、学业优异奖（高中组），10人，奖金3000元/人；

3、学业优异奖（大学组），10人，奖金5000元/人；

4、才艺特长奖，10人，奖金5000元/人。

二、申请资格
申请人为确诊的罕见病（附件1所列种类）青少年，年龄在8岁至30岁之间，符合各单项奖的申请条件皆

可提交申请，每个申请人仅限提交一个单项奖申请。

各单项奖申请条件如下：

1、学业优异奖（中小学组）：全日制小学和初中在读学生，2011年至2012年学年度总成绩在所在年级前

20%以内；

2、学业优异奖（高中组）：全日制普通高中或中专、职高在读学生，2011年至2012年学年度总成绩在所

在年级前20%以内；

3、学业优异奖（大学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或大专在读学生，2011年至2012年学年度总成绩在所在

院系前20%以内或绩点（GPA）3.0及以上；或被985及211高校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4、才艺特长奖：年龄在30岁以下的罕见病青少年（不限于是否在校就读），拥有音乐、美术、写作、书

法、舞蹈、发明、摄影、表演等才艺天赋和特长，获得过相关奖项或专家认可。

三、申请流程
1、由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建立梦想支点罕见病奖学金计划组委会，常年接受奖学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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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完整准确填写梦想支点罕见病奖学金计划申请表，申请学业优异奖（中小学组、高中组、大学

组）请填写学业优异奖申请表，申请才艺特长奖请填写才艺特长奖申请表；至少一位推荐人撰写并签名的推荐

信；另外请提供必要的证明学业优异或才艺特长的获奖证书或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便于作为评选参考；

3、申请表提交方式：中国邮政挂号信或EMS特快专递邮寄至：北京10048信箱36分箱，瓷娃娃罕见病奖

学金计划组委会（收），邮编100048；

4、本年度申请截止日期2012年6月30日，截止日期后提交的申请自动进入下一年度评选。

四、评选流程
1、由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对申请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核；

2、每年7月由教育和文艺领域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梦想支点罕见病奖学金计划独立评审委员会，召开

评审会议，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申请进行专业评审，选出各单项奖获奖人；

3、公布获奖名单，并进行为期10天的公示，公示期内接受社会监督；

4、举行颁奖仪式对获奖人进行表彰，发放奖学金。

五、咨询方式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广华轩1号楼B-2206；

电话：010-63458713转802；

电子邮箱：jiangxuejin@chinadolls.org.cn、

附件一：梦想支点罕见病奖学金计划接受申请的罕见病种类

成骨不全症、苯丙酮尿症、多发性硬化、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淋巴管肌瘤病、结节性硬化症、血友病、白

化症、黏多糖贮积症、克氏综合征、卡尔曼氏综合征、特纳氏综合征、戈谢病、法布雷病、瑞特氏综合征、软

骨发育不全症、马凡氏症、庞贝氏症、脊髓小脑共济失调、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甲基丙二酸尿症、

糖原累积症、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脊髓性肌萎缩症、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尼曼匹克病、肢端肥大症等

（罕见病种类以后还将不断增加）。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201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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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血友之家召开能力培训和发展研讨会

文：黄子楷
2011年10月29 – 30日，“第一届广东血友之家能力培训和发展研讨会”在广州南方医院举行。共有广东

省内12个地区29名血友病组织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拜耳公司资助。

研讨会日程分为两大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为能力建设，由广东省血友病信息管理中心孙竞主任报告中心的

工作进展以及未来计划，并特别强调患者组织发展过程中要坚持非赢利原则，否则将会对患者组织带来长远的

负面影响。拜耳公司负责福建地区经理张婧通过实例，为各位代表做了“如何与政府、医院沟通”的主题报

告，报告对于如何与医院解决治疗、报销和进药方法的实际问题提供了许多实际管用的原则和实操办法，让大

家感到耳目一新。最后，深圳血友之家负责人郑一宇为大家讲解了“如何让您的提案更有效”主题报告，帮助

大家从更深更全的层面上再次提高实际工作的效率。

30日上午，代表们围坐在一起，由负责人黄子楷带领大家一起回顾了广东血友病关怀事业的发展历程和面

临的挑战与机遇。大家一致认为广东血友之家需要在保持非赢利的原则下进一步发展、完善自身建设：首先从

完善制度上做起，为正式的组织注册做好准备，并争取在明年417前取得一些结果。为了开展工作，广东血友

之家通过推荐和自荐的方式，经过代表确认通过了由黄子楷、黄健勇、黄永祥、区伟光、郑一宇、宋丽麟、曹

敏莹共7人组成的广东血友之家（暂定）筹备委员会，负责开展相关的筹备工作。血友病工作任重道远，希望

通过大家的努力和协作，让更多的患者受益，让我们的组织也能够健康、长远的发展和进步。

广东血友之家召开能力培训和发展研讨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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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现实，快乐一生
——一个血友病人的自述

我叫刘细兵，湖北黄冈人。85年出生，知道我

几岁了吧。我有一个幸福的家，父母身体也特好。

我出生前，已经有了一个姐，一个哥，虽然家境不

是很富裕，但一家的生活很快乐。哥、姐都很健

康，爸妈很贪心，要了我这个老幺。我的出生打破

了我家的宁静，我第一声的啼哭，家人欣喜的背后

开始隐藏着无限的残酷，一旦爆发后果很严重。

我的故事也由此拉开序幕。

遇怪病，东奔西走乱投医
在父母的细心呵护下，我由只是一味的哇哇啼

哭，渐渐会笑了，开始哇哇学语，开始蹒跚学步。

哥姐放学回家会开心的逗我这个小弟弟，虽然我还

没懂事，偶尔遇到不顺心还会耍点小脾气。相信那

时，我的家，是多么的其乐融融。

长大后，父母告诉我，我的不幸从那次哥姐的

“受刑”降临了。记得，我刚满周岁，还吃奶呢！

有一次，哥姐放学回家抱着我到外面玩耍，不知啥

原因，我一直啼哭不止，哥姐没法了，虽然未到吃

饭时间，还是不情愿的抱着我回家了。我钻在妈妈

怀里，可是，还是啼哭不止。妈妈大声责问哥姐，

哥姐是一脸的无辜。后来，妈妈急了，撩开的我的

衣服，终于发现了我的秘密：胸口无故多了一个肿

块，紫紫的，还挺大。现在想想，肌肉下那么大一

个出血点，不哭才怪呢。在父母的逼供下，哥姐没

有屈服，他们也没法屈服，始终不承认是他们所

为。一顿棍棒交加，我们姐弟三人开始三重奏。我

哭累了，沉沉睡去，可怜我无辜的哥姐，睡梦中还

在抽泣。

爸妈第二天就抱着我上了医院，可是当地医生

也没看出所以然，于是对我的肿块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意外接踵而至，我身上莫名奇妙的出现青一

块紫一块的，父母着急了，先到县医院，没结果，

后到省医院，查不出，大大小小的医院父母找了十

多家，都没有确诊。后来终于遇到个知识渊博的老

中医，建议我们上湖北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看

看，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了血液科，一检查吓一跳，

医生说是一种血液内缺乏凝血因子的病，叫血友

病。那时爸妈也不懂这病，就问医生能治好吗？医

生摇摇头。爸妈再问，难道这病是绝症吗？医生说,

这病还不是绝症。

我的病终于确诊了，在家人小心的呵护下，我

终于在艰难中一点点长大。

爱如山，一生感恩言不尽
“只要及时补充体内凝血因子就行。”医生一

句简单的回答，却给我原本幸福但不富裕的家庭，

带来了无尽的苦恼和财力的拮据。

什么是血友病，我不说了，相信大家都明白。

八十年代那个时候连武汉都没有因子，我爸不知从

哪里得到的消息，就不远千里去上海买因子。我家

到上海，我查过地图，要坐汽车转火车，很长的

路，况且上海是个大城市，不知爸爸是怎么找到那

个买药地方的，现在想想，就是我，估计一时半会

也做不到。因为因子是金贵货，需冷藏，爸爸当天

去虽然不能当天回，但是从未在上海逗留过，上海

的美景，也只有将来我带他好好去欣赏了。因子难

买，路途好远，车费当然不便宜，可是每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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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总会给我带点好吃的，我现在才知道，那些东

西是从爸爸的牙缝里抠出来的钱买的。

那个时候爸爸有点手艺，会给汽车喷漆。当我

开始记事起，我就看着爸爸没日没夜的劳动，很多

一部分钱都是给我看病了，哥姐也因此受了很多

累。因为长期在太阳底下劳动，爸爸的皮肤看起来

是那么黑。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也懂事了，越

来越心疼爸爸了。怎么办？我开始瞒我的病情，能

忍住的我肯定就不说，可是每当到晚上，夜深人

静，那种痛，只有我们这些病人才体会得到，我痛

得受不了的时候，就小声的哭，再痛我也不会大声

哭出来，因为我怕，怕爸妈听到更加伤心。每次，

哭的间隙，我偶尔总能听到隔壁房间里父母的唉声

叹气，隐约能听到妈妈的小声抽泣。

爸妈啊，孩儿也不愿那，我是肉体痛，你们痛

在心里，那种痛让你们一世受伤呀。

初长成，涉爱河渴望厮守
我是不幸中的万幸人，因为，没有谁看得出我

有病，事实上，也没人从表面能看出是血友病。我

终于长大了，虽不能说很帅，但是绝对不会出来吓

人。看我长大，父母脸上的愁云也当然少了。看着

朋友一个个身边多了异性，我，也心动了，人之常

情，不会笑我吧！

机会来自于一次同学聚会，她，也来了，但不

是我的同学。也许我长得比较帅（自夸的，别见

笑），我和她还唱了一曲《铁血丹心》，她的声

音好甜美。是个美人，帅哥配美女，天经地义，

于是，我主动出击，问她要了电话号码，回到家

我就开始给她发信息。一来一往，我们熟识了，

知道她是美容师，小我两岁。一开始，当然很无

聊，聊天还是像普通朋友那样。我脑子不笨，长得

又帅，还不怕碰钉子，好几次怂恿同学聚会，同学

看出来我们俩关系不一般，就故意给我们俩单独一

起的机会。关系当然越来越亲密了，找准机会，我

出击了，我说，你长得也蛮漂亮，就没有男孩子追

你吗？她笑了笑，好矜持。天公作美，回家的时候

下起了小雨，老天似乎也为我创造机会，呵呵。我

怕她淋湿就把外套脱下来让她披上了，她开始不肯

穿，说我给她穿我会感冒的，我说我跟你在一起总

不能让你感冒吧，我是男人，感冒我不怕。她还是

拗不过我，穿上了我的衣服，各自回家了。淋了

雨，第二天我的头真的有点晕，哎，感冒了，是幸

福的感冒。她打电话给我，说要来还衣服。见面

时，她看到我脸色不好，问我怎么了？我说，有点

小感冒，没事！她说，是昨晚淋雨害的吧，一脸的

关切！我笑了笑，默认了。我知道她已经感到了，

临走时，没想到她在我脸上亲了一下，逃了。我

想，有戏。就给她发短消息，她给我回短信：小

兵，我喜欢你。幸福的一刻终于来了！

我们俩正式恋爱了，但是我的病一直是心病，

告诉她？瞒着她？我两难了。后来，我们一直在一

起，常在一起玩。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叫我出

去玩。我的关节又有点痛，我强忍着去了，她见到

我走路跟平时不一样，就问我，你的脚怎么了？她

一定要陪我去医院，她哪里知道这病现在还无法治

愈啊。我愣了一会儿，我觉得不该瞒她，就慢慢跟

她说了。我说这病叫“血友病”，一种缺乏凝血因

子缺乏的病，出血不容易止住。她说她看过一个电

视剧叫《血疑》，主人公幸子常会出血，最后出血

不止死了。我说幸子那病是白血病，我这是血友

病。她听了，有点茫然，但是能从她的眼中看到对

我的关切，我很感谢她。

我心地不坏，想吧，早晚会被她家人知道，就

叫她回去跟她爸妈说一下情况。可是她爸妈极力反

对，怕这病是绝症。还打电话跟我说，叫我把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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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后再去找她。她爸妈反对在是在我预料之中的

事。可是，在那之后我们还秘密交往了半年，她总

是跟我说哪里医院好，要陪我去治疗，我都拒绝

了。时间久了，在她妈妈以死相逼下，我们分手

了。分手后我听同学说，她哭得一塌糊涂，我也哭

了，我是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哭的，没有找任何

人安慰我。我知道，没有谁能帮得了我。毕竟是第

一次恋爱，我很珍惜。我想，不做情人，做朋友也

行，我和她偶尔会短信联系一下，问候一声。我经

常经过她上班的地方的，但是为了她的幸福，我从

来没有进去找过她。

我真心的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立志愿，真心换得真情来
江苏李老师（血缘群，群号：92746781）曾经

和我们开过玩笑：我的父母辈，买彩票五块钱都很

难中，我们这些“特殊”人，不经意却中了人生最

惨的“彩票”，一生要为健康而与疾病抗争的“彩

票”。我很“幸运”，也“中彩”了。怨天尤人，

是消极的，我从没因为自己是血友病人而消极过，

所以最起码我的思想很健康。所以，虽然我很不

幸，但是我也很幸运。

我有疼爱我的父母，关心我的家人，理解我的

朋友，我希望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光明，而不是黑

暗，毕竟我们不是绝症。能活着，就要好好活着。

所以，我从没把自己看作是病人，我一直认为自己

是正常的，只是染病而已。我的脑子不笨，所以成

绩还算不错，那时候读书挺艰难的，艰难的是不能

长期坚持上学，虽然我一学期才上半学期的学，可

是我的成绩在班里还是中等的。我最想上的就是体

育课了，可是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叫我不要参加体

育课，我能理解，知道那是为我好。老师、同学、

周围的人从没有我有病而歧视我，我看到的是光明

的未来。小时候的我有点调皮，喜欢我同龄的同伴

玩在一起，因为运动量大晚上关节又开始痛了，敏

感的妈妈听到我的痛苦呻吟声过来看我，看关节又

肿了，就整夜不眠的揉着我脚。就因为小时候爸妈

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我长大后才不至于烙下残疾。我

是个正常人，我常这样安慰自己。

和李老师的相识有点传奇，可是在信息化的今

天，又是那么必然。虽然我在湖北，他在江苏，可

是距离不再是阻碍。他有一个群，就是上面提到的

那个群。我的努力，他让我做了副管，我很感谢他

的支持和信任。虽然在我们群里，比较沉闷，但是

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我们的群，会得到大家的

认可。因为，李老师是个志愿者，他的孩子，也是

我们的病友。在他的群里，他渴望得到很多人的支

持，会有很多人做志愿者。他曾经说，希望大家的

努力，他愿天下的父母，守护好他们的孩子，能让

我们，包括将来不断增加的不幸孩子，能很好的得

到关爱，成长中走好艰难的每一步。

我也愿做好这个志愿者，虽然我们不能给大家

金钱的支助，相信，用我们成长的经历和经验，会

帮助到很多人。

我愿，我也能，真心换得真情来。大家一起努

力！

湖北：刘细兵

修改：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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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自今生、缘定今生
江苏  李老师

一直想留下一些文字，却一直没静下心来，一直不忍心去回忆或者去畅想未来，因此，也就不忍心去记

忆，不想再次触痛内心的伤痛。以前失眠是忙于工作，忍受的是一个人在外的孤寂，虽然支教在外只是短短一

年，可是妻儿是永远的牵挂，偶尔失眠似乎是想念的又一种方式，失眠过后就是幸福，离一年的支教结束回家

毕竟越来越近。昨天又失眠，感觉却和三年前截然不同，还记得和病友有过约定，一直想表达自己的内心，于

是用香烟麻醉自己，用键盘敲击着文字，不知道此行的目的。缘自今生、缘定今生，一切随缘。

情缘
人家常说，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儿子呢？该是爸爸前世的恩人，是爸爸贴身的小棉袄。因为，爸爸是

善人，是知恩图报的善人，于是，今生就来还前世的情，前世的恩，那个前世恩人，就是我的儿子。俗话还

讲，“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爸妈的结合不能只算是缘份。爸爸、妈妈和儿子，幸福的一家

子，世界上有那么多幸福的一家子。

我爷爷奶奶最幸福，享受过四世同堂的最高待遇，他们的重孙子是我大伯的孙子。但是爷爷奶奶也曾有过

六次失子之痛，那是这六个儿子生的不是时候，没福享受幸福。我爸爸最小，所以爷爷奶奶没看到我儿子的降

临人间，奶奶只是见过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只是，那时我人小很不懂事，所以我觉得对爷爷奶

奶一直愧疚，在今生没好好对待他们。生了儿子，做了爸爸，初为人父，我才一直开始为我没好好让爷爷奶奶

享受丁点幸福而愧疚。现在，我唯一做到的就是每到清明，去墓地拜祭爷爷奶奶，仅此而已。

能成为一家子，原来是那么的不容易。也许，这就是情缘，不知几世修得的情缘。也许，每个人，每个有

良心的人，都会有那么深切的体会。

孽缘
儿子的加入，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妻子和我恋爱时出过车祸，是个理论上的残疾人，事实上她右肾在车祸

中切除。坚持和她结婚，我相信这就是缘份，千年修得的缘份。我的儿子，是我和妻子同去庐山旅游流产后的

又一胎。

98年暑假，记得那天暴风骤雨，儿子是第二天凌晨出生的，那时候天出奇的静。后来给儿子排过八字，算

命的讲，七月初一那天出生还不一定命好。现在想想，算命的真是瞎掰。妻子是顺产，痛了十个小时才把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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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下来，听到儿子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看到儿子虽然足月，但是只有4斤六两的小不点，我好自豪，我做爸

爸了。幸福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来了。

儿子是个孽缘，这真的不错。母亲不能去医院，是因为医院离家太远，丈母娘不能去医院是因为当时正好

重感冒。幸好大舅子和妻嫂送来了水煮蛋，但是只有两个蛋，妻子只是点了下饥。看着刚出生的儿子，叫我如

何来应付⋯⋯

因为顺产，儿子很快回家了。要养大瘦弱的儿子，妻子真的不容易。一个月不到，可怜的儿子，又黄疸缠

身。因为必须住院，所以和妻子只能在病房外探望，揪心呀，妻子还在坐月子，可不能为此哭坏了身体。儿子

呀，你这个孽缘，注定要让家长操心一辈子。

血缘
儿子一点点长大，虽然黑一点，可是在我眼里，仍然是那么可爱。记得，我北京旅游回家，儿子才八个月

大，相别才那么几天，一看见我直往我怀里扑，那时的幸福，真的难以形容。可是，晚上妻子就掀着儿子的外

衣，让我看他胸前的青紫。只是，当时的医疗和无知，一直没让我们作为家长得到重视，医生都说没啥，我们

怎么会知道原来病根早已注定。

一次偶然，注定了必然。那时，儿子三岁，因为口中含着塑料瓶，一个跟头，摔破了宁静。当晚，儿子嘴

里出血不止，用尽了办法，无济于事。第二天，我和妻子被儿子吓个半死，儿子的四周已是一片血红。送到医

院，医生一直说我儿子可怜，我紧抱着儿子的头，妻子则在外面哭泣，不忍心看着医生缝儿子的牙龈。从儿子

格格发抖的身体，让我感觉了我儿子的坚强。终于没能保住儿子三个乳牙，拔牙之后，医生开出了病危的通

知，但我坚信，儿子不会因此离我们而去。儿子，爸爸还要还你前世的恩，我坚信我们的缘。随着新鲜血液输

入儿子的身体，儿子在我怀里安心的睡去，我们就开始为血纠结。当地医院作出了可能是血友病的诊断，建议

我们到上海作进一步的检查。

后面的结果，当然每个人都清楚，我真的没法继续我的记忆。血缘，血孽，我渴望有那么一天，儿子我会

和你一起坚守，等到那么一天，我还要抱我的孙子⋯⋯

2011年8月8日泣血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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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
三千里”

——记血友书法家付荣海

1945年10月付荣海生于北京，今年66岁，自幼

被确诊为患有血友病甲。由于反复出血，关节黏连

肌肉萎缩，导致肢体残疾。1994年发生严重颅内出

血后，曾半身瘫痪，后经过坚持不懈的锻炼，基本

康复，自此开始练习书法，不断鞭策自己，同疾病

抗争。

付荣海的童年时代如同其他血友病患儿一样，

生活在出血和病痛的阴霾之下。在那个技术落后的

年代，他的病甚至都不能进行确诊。而母亲的早逝

却又给这个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但是也让付荣海

早早的学会了自强和自立。

直到1964年前后，付荣海正式工作之后，他的

病情才正式被确诊为血友病。但是由于物质的匮乏

和技术的落后，输血浆是他唯一的治疗方式。

1994年，付荣海突发脑出血，情况非常危急。

迫不得已只能进行手术。任何一个血友病人都很清

楚，颅内出血和开颅手术对于一个血友病人有着怎

样的危险。幸运的是，手术非常成功，积血清理的

很干净。但是由于颅内积血，却造成了付荣海的全

身瘫痪。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面对毫无知觉的身

体，付荣海万念俱灰，甚至生出了放弃的念头。但

是正是他的爱人不离不弃的照顾他，鼓励他，让他

恢复对生活的信心。之后他通过三轮车慢慢锻炼身

体，并且开始练习书法，体味艺术的奥妙。经过两

年的恢复，付荣海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身上根本

看不到任何颅内出血的后遗症。而他的书法爱好，

也是延续至今。

现在的付荣海，身体

情况平稳，平日写写书

法，溜溜鸟，生活中充满

了安逸和幸福。就像他

常说的那样，“自信人

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

里”，他正是靠着这样的

精神，追求人生的幸福。
付荣海在写书法

坚强的血友患者—付荣海

付荣海作品：龙腾虎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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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友病关节的并发症
Marvin S. Gilbert
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

矫形外科学是解决运动系统障碍的医学专业，

也就是说，它涵盖骨骼、关节、肌肉和周围神经等

诸多疾病。有趣的是，Orthopedics（矫形外科学）

这个词与上述结构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它只是

起源于希腊文“Ortho”（笔直的）和“Pedia”

（儿童）。从字面上看，这个词意指“笔直的儿

童”。而在血友病专业，最恰当的理解应该是要求

矫形外科医生矫正患儿弯曲的四肢。然而，随着过

去10年间血液学的发展，我们的目标已经变为防止

患儿肢体的畸形弯曲，保证其四肢能够正常伸直，

从而使他/她可以和伙伴们一起参加正常的活动。

早在十九世纪初，就有血友病患者患关节炎的

报道，但是直到1868年，Volkmann才指出：血友

病“关节出血的发生可以是自发的或由于轻微的创

伤引起的”。1892年，一名矫形外科医生Konig尝

试在对几个受损膝关节进行手术，但是单靠手术无

法有效控制出血，病人的死亡使得他开始进行关节

的研究，并成为第一个提出血友病关节炎与关节内

出血有直接关系的医生。Konig失败之后，矫形外科

领域似乎放弃了对血友病的治疗，直至二十世纪50

年代Henry Jordan尝试着通过止血并用石膏和支架

来纠正关节挛缩。在60年代，因子替代治疗成为现

实，许多矫形外科介入，其中包括理疗、肌腱松解

术、关节置换术和关节镜，它们都可用于缓解以前

出血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二十一世纪我们所面临的

挑战是：预防所有肌肉骨骼并发症的出现。

关节的急性出血（急性关节积血）
血友病最常见的出血部位是上肢和下肢的关节

和肌肉。虽然出血可以在发生在任何部位的关节，

但绝大多数是在四肢，特别是大关节更容易出现血

出，也就是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肘关节和肩

关节。关节的自发出血只发生在重度血友病患者当

中，轻、中度血友病患者的出血多是由于外伤引起

的。VIII因子缺乏和IX因子缺乏的临床表现很难区

分。

我想说的是，出血为什么会发生在关节腔内，

以及由于关节内反复出血引起的被称作“血友病性

关节病”的典型关节炎的形成原因。

Konig指出，血友病性关节病的形成分为三个临

床阶段。他将第一个阶段命名为“反复出血期”。

这之后的一个阶段是炎症反应，他称之为“多发性

关节炎期”。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被

他称为“纤维化期”，这时会发生肌肉挛缩，被认

为是通常意义上的关节炎期。他还指出，出血不是

最后一个阶段的常见表现。

959年，Margaret Swanton对一群患有血友

病的狗进行了系列研究，她描述了关节出血的过

程。首先是在滑膜形成逐渐扩散的血肿，最后直至

充满整个关节腔。出血吸收后，滑膜组织出现炎症

反应，这导致滑膜组织的水肿，并且上面逐渐充满

增生的血管，从而导致出血反复发生，这时滑膜开

始产生一种酶，能进一步引发关节炎症。反复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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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酶释放后，出血最终导致滑膜的毁坏并被纤维化

的组织所取代，这就是所说的纤维化过程。然而，

出血发生之后，关节内沉积的铁质和由滑膜产生的

酶逐渐引起骨端的光滑软骨面发生改变，造成软骨

碎裂并变粗糙，这些变化最终导致关节炎和关节受

损。

关节出血典型的临床表现是疼痛、肿胀和运动

受限。患者常常说他能够在任何体征出现之前意识

到出血的发生，这个阶段被称为出血的“先兆”。

它可能伴有轻度的僵硬，有时患者会描述为一种压

迫感或刺痛感，这种感觉被认为是与滑膜出血时期

是一致的。而一旦出血充满了整个关节，它就会变

热、变肿并且变紧，随之发生的是运动受限和继发

性的肌肉痉挛。若早期开始治疗，出血会迅速停

止，症状也可能迅速消退。然而，症状的消失缓慢

的情况也很常见，而且出血也会在看似恰当的治疗

后复发。

Aronstam将有反复出血倾向的关节称作“靶关

节”。一旦有靶关节形成，就需要一套完整的治疗

方案，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拖延治疗，进而发展为关

节炎。

没因哪种关节出血因为非常轻微就可以推迟或

延期治疗，也没有任何治疗方案是十全十美的，除

非是补充足量的所缺因子，并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来

控制出血，并且达到的这一水平必须维持足够长的

时间，以控制出血并防止复发。目前。间断性替代

疗法是血友病治疗的主要方法。通过单次输注凝血

因子VIII或IX，使因子含量达到30%-40%的水平，

多数自发性关节出血用这样的单次治疗都是有效

的。如果出现肿胀或痉挛，则需要将因子水平提高

到50%进行治疗，且需要每间隔12-24小时输注一

次。许多患者都在进行家庭治疗，对于单次输注治

疗轻微出血有效果的、且受过培训患者，其随访可

以交由血友病患者本人或家属来完成，但是如果出

血的关节在治疗12-24小时之内无反应，则还是需要

临床医生来诊断。

轻度关节出血是不需要固定的，但是一些患者

仍通过使用弹力绷带、泡沫橡胶垫或吊带去缓解症

状。有些人发现冰敷可以缓解疼痛。重度关节出血

时关节出现肿胀、痉挛或炎症，此时应该用夹板维

持在一个舒适的位置，可选择专业夹板、大号压迫

绷带或家用橡胶夹板。在出血得到控制前不应进行

纠正畸形的尝试，这将在下一部分讨论。休息可以

缓解急性症状，但是从长远来看，休息会导致运动

受限和肌肉萎缩。因此，关节康复必须尽早启动，

并以等长训练开始。只要急性症状减退，就应开始

肌肉的拉伸和运动范围的训练。

关节内出血的确会导致疼痛。止疼药可能有助

于缓解疼痛，但它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任何

含阿司匹林成分的化合物都是绝对禁忌的，它会抑

制血小板功能而导致出血的进一步加重。肌肉内注

射也应避免。当疼痛剧烈时也可使用麻醉剂，但出

血是慢性的，用麻醉剂有成瘾的风险，因此应杜绝

滥用麻醉剂。口服激素已被证实可减缓与出血相关

的炎症进程，它已在多家血友病中心得以使用。除

了一些常见并发症，急性出血后用激素治疗3至4天

治疗并没有什么问题。推荐的激素用药方案包括：

泼尼松1-2mg/kg/d，连用3-4天。非甾体抗炎药在

减少急性炎症反应上并不十分有效，而且由于这类

药可抑制血小板的功能和潜在加重出血的风险，故

应避免在急性出血期使用，然而对它巧妙利用也许

对控制关节疼痛很有帮助，这会在下一节中讨论。

25



可以考虑用注射器和针头抽取清除关节内的血

液。理论上讲，早期清除关节内淤血可使患者对治

疗的反应更快速，并且有助于延缓或消除关节炎的

发生。缺点是患者要么去医生诊所，要么得去医院

的急诊室。第二个问题是年轻的患儿常不能及时向

自己的父母汇报关节出血的发生，因为“他们不愿

意被针刺进自己的关节”。穿刺抽液的方法可以适

用于以下情况：（1）24小时内对因子替代治疗无

效果的关节紧张和疼痛；（2）超出临床表现范围的

严重疼痛；（3）神经血管或皮肤损害等症状；以及

（4）关节疼痛异常或温度升高。最后一条标准需要

首先排除败血症性关节。

穿刺抽液的禁忌症包括一种无法控制的抑制物

的存在，以及一些局部因素，比如开放性伤口或过

度感染的皮肤。穿刺需要在替代治疗的因子水平达

到50%以上时进行。穿刺应使用至少16度的大号

针，因为小血凝块常会引起小号针的堵塞。用橡胶

夹板固定或压迫绷带可有效减缓症状并可能防止出

血复发。凝血因子的二次注射常建议在穿刺抽液后

的12-24小时至内进行。

在此必须强调理疗的重要性和理疗师的地位，

理疗的目的是通过维持运动的幅度增强患肢功能，

提高肌肉力量，并避免关节畸形。预防性因子替代

治疗常在疼痛和肿胀尚未完全缓解时应用。如果有

任何担心的话，因子替代治疗应该在最开始几次理

疗前进行。在1-2周后，患者通常可以在没有因子替

代的前提下继续锻炼。锻炼应该是定期在家中进行

的，治疗方案应由理疗师根据患者的需要和生活方

式量身定制。

慢性肿胀关节（反复出血和滑膜炎）
如果关节出血没有得到恰当的治疗就会复发。

发炎肿胀的滑膜比正常的滑膜更易出血，并引起进

一步的肿胀和炎症。必须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以防

止血液中的铁和酶破坏关节软骨，导致关节炎的发

生。

单次因子注射的治疗方法对滑膜炎或反复出血

的关节肿胀是无效的，这与急性关节出血不同，它

比急性关节出血疼痛要轻，而且运动幅度常不受

限，但需要记住的是其破坏的隐蔽性和累积性，因

此这种情况需要像非常疼痛的关节出血一样积极治

疗。

进行预防性治疗，或者称为所缺凝血因子预防

性替代治疗，达3-6个月是很有必要的。间断使用皮

质激素可有效减轻关节炎症，泼尼松按1mg/kg/d连

用1周后应该改用0.5mg/kg/d再用1周。如果滑膜炎

不缓解，还应在3-6周后重复1疗程。

穿刺抽液对于初步控制关节肿胀会起到一定作

用，并且要在预防治疗开始后、激素应用前进行。

关节固定一段时间是很有用的，但是必须配合理

疗，这样才能防止肌肉萎缩和关节活动范围的减

少。

如果进行了为期3-6个月的预防治疗后，滑膜炎

引起的反复出血仍没有好转，则通常认为可考虑介

入强制性的治疗方法了，打开式外科滑膜切除术、

关节镜下滑膜切除术和放射性滑膜切除术都是可以

考虑的方法，这些手术的适应症和操作过程将会在

其它的文献中讨论。

关节炎性关节（血友病性关节病）
尽管进行了及时和看似恰当的治疗，但是不断

地出血和滑膜炎仍然难以遏制。只有在第一次出血

发生后迅速对所缺的凝血因子进行预防性替代治疗

才有希望的做法。但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不具备

这样的经济和医疗条件，为了减少因治疗无效或得

不到替代治疗的关节出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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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进行短期固定关节的办法治疗，但这可能导致远期的畸形。要尽早开始进行等长锻炼，并且尽快转入强度

和运动幅度更大的锻炼。

对于顽固性关节炎，临时使用支架和夹板也证明其有效性。一个预制的运动支架是很有用的。他们通常有

一个支点可以锁定和开放，以助于运动的进展，特别是膝关节。一个踝关节-足部矫正器常常可以控制踝关节

疼痛和出血。高靴和矫正器费用较低，对于减轻足部和踝关节问题有很大作用。临时性夹板也可用于控制肘关

节的疼痛和出血，但是长期使用可能会降低关节功能，因而并不适用。我想再次强调，理疗必须和各种形式的

夹板联合使用。

如果膝关节已经发展成屈曲挛缩畸形，则具备石膏矫正的适应症，连续性石膏固定，楔形石膏固定和半脱

位型铰链已成功用于矫正这种挛缩畸形。连续性石膏可用于门诊病人，楔形石膏能起效更快速但通常需要住院

治疗。半脱位铰链可用于有后脱位的症状或挛缩超过45度的情况。在矫形之后，患者要一直佩戴支具直至理疗

已使膝关节周围肌肉强壮起来，特别是股四头肌的力量。这通常需要3-6个月。

展望
到目前为止，矫形外科在血友病患者的治疗中可以达到纠正关节、肌肉和肢体其它部位出血造成的损伤的

效果。很明显，唯一能够预防肌肉骨骼病变的方法是纠正血液系统异常，这些治疗方式要来自血液病学和遗传

学家。到那时，我们必须着眼于维持血友病关节的正常功能，可通过使用本文简要介绍的一些原则而有望使全

世界的儿童保持一个“直立”的身材。

原文取自：世界血友病联盟官方网站

http://www.wfh.org

译者：马静瑶

校对：吴润晖 储玉光

翻译资助：

http://www.tfishf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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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culoskeletal Complications of Hemophilia:
The Joint
Marvin S. Gilbert

Orthopedics is the medical specialty that deals 

with afflictions of the locomotor system, that is to 

say, disorders of the bones, joints, muscles and 

peripheral nerves. It is of interest that the word 

orthopedics ha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to any of 

these structures, but is derived from the Greek 

“ortho” (straight) and “pedia” (child). Literally, the 

word means “straight child”. It is in hemophilia 

that it is most appropriate in that the orthopedist 

is asked to straighten the bent limbs of the child. 

However, because of hematological advances of 

the past decade, it has become our aim to prevent 

the child from ever becoming bent, to keep the 

child straight so that he or she can participate in all 

the normal activities of his or her peers.

In the early 1800s, arthritic joints were reported 

in persons with hemophilia, but it was not until 

1868 that Volkmann stated that in hemophilia 

"bleeding into joints occurred either spontaneously 

or following minimal trauma." In 1892, König, 

an orthopedic surgeon, attempted to operate on 

several affected knees, but was not able to control 

bleeding by surgical means alone. The demise of 

the patients allowed him to study the joint and he 

was the first physician to show that the arthritis 

associated with hemophilia is directly linked to 

bleeding into the joint.

The orthopedic community seemed to abandon 

hemophilia following König's failures until the 

1950s when Henry Jordan tried to stop bleeding 

and correct contractures with casts and braces. 

In the 1960s, factor replacement became reality 

and many orthopedic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physical therapy, surgical tendon lengthening, joint 

replacement and arthroscopy could be used to 

alleviate the effects of past bleed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next century is to prevent any of these 

musculoskeletal complications from ever occurring.

The Acute Bleeding Joint  (Acute 
Hemarthrosis)
The most common sites of bleeding in hemophilia 

are the joints and muscles of the arms and legs. 

The vast majority of bleeding occurs into the 

joints of the extremities, although bleeding may 

occur into most any joint. There appears to be a 

predilection for large joints, namely the ankles, 

knees, hips, elbows and shoulders. Spontaneous 

bleeding into joints is limited to persons with severe 

hemophilia. Bleeding may occur following trauma 

in patients with mild and moderate hemophilia.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factor VIII and factor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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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why bleeding occurs 

into the joint cavity and the reasons that the 

character ist ic arthr i t is  termed "hemophi l ic 

arthropathy" develops following recurrent bleeding 

into the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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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nig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three clinical 

s tages to  the deve lopment  o f  hemophi l ic 

arthropathy. He termed the first the “recurrent 

bleeding” stage. Following this, there is an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he termed this the 

panarthritis stage. The third and last stag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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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n as arthritis. He was able to point out that 

bleeding is not a common manifestation of the last 

stage.

Margaret Swanton followed a series of hemophilic 

dogs and in 1959, she describe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bleeding into a joint. A diffuse hematoma first 

develops in the synovium which eventually extends 

into the joint cavity. Following reabsorp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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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vial tissue. This causes the tissue to swell 

and become filled with blood vessels. Recurrent 

bleeding then occurs and the synovium begi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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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the joint. Eventually the bleeding causes 

destruction of the synovium and it is replac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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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following the bleeding, the iron that is 

left deposited in the joint and the enzymes that are 

produced by the synovium begin to cause changes 

in the smooth cartilage that lines the end of the 

bones. The cartilage breaks down and becomes 

roughened. These changes eventually result in an 

arthritic and destroyed joint.

The  c l i n i ca l  p i c t u r e  o f  j o i n t  b l eed ing  i s 

characterized by pain, swelling and limitation of 

motion. Frequently the patient states that he knows 

he is bleeding prior to any of these findings. This 

period has been termed the “aura”. It may be 

accompanied by mild stiffness and sometimes the 

patient describes a feeling of tightness or tingling.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corresponds to the time when 

the bleeding is limited to the synovium. Once the 

bleeding fills the joint, it becomes warm, swollen 

and tense. Limitation of motion and secondary 

muscle spasm follow. When treatment is started 

early, the bleeding will stop quickly and the 

symptoms may recede quickly. However, it is very 

common for the symptoms to resolve slowly and at 

times the bleeding may recur despite what seems 

to be adequate treatment.

A joint that displays a tendency towards recurrent 

bleeding has been termed a "target joint" by 

Aronstam. Once a target joint is established, 

complete resolut ion is  possib le,  but  more 

commonly there is a slow response to treatment 

and arthritis will develop.

No joint hemorrhage is so minor that treatment may 

be deferred or postponed, and no plan of treatment 

is complete unless it includes replacement of 

the missing clotting factor to a level sufficiently 

high to stop the bleeding. This level must be 

maintained long enough to stop the bleeding and 

to prevent recurrence. At the present time, episodic 

replacement therapy is the mainstay of treatment 

in hemophilia. Most spontaneous hemarthroses 

respond to a single infusion of factor VIII or factor 

IX, which achieves a level of 30% to 40%. If 

swelling or spasm is present, treatment to levels 

of 50% is usually required and the infusions may 

have to be repeated at 12- to 24-hour intervals. 

Many patients are on programmes of hom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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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up for minor bleeding episodes that respond 

to a single infusion of factor can be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educated and motivated person or 

family with hemophilia, but physician evaluation is 

required if the joint of bleeding does not respond 

within 12 to 24 hours.

M i n o r  h e m a r t h r o s e s  m a y  n o t  r e q u i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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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 bandages, foam rubber splints or s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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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hemarthroses, in which there is swelling, 

spasm or infection of the joint, should be treated 

with splinting in a position of comfort. Prefabricated 

splints, bulky compression dressings, or home-

made plaster splints can be used. Attempts at 

correcting the deformity should be deferred until 

bleeding has been stopped; thi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next section.

Rest is required for resolution of the acute 

symptoms, but, in the long run, rest will lead to 

limitation of motion and muscle atrophy. Therefore, 

joint rehabilitation must be started as soon as 

possible, beginning with isometric exercises. As 

soon as the acute symptoms subside, muscle 

strengthening and range of motion exercises must 

be started.

Bleeding into the joint does result in pain. 

Analgesics may be required to alleviate this and 

should be carefully monitored by the treating 

physicians. Any aspirin-containing compound 

is contraindicated because of the risk of further 

bleeding due to inhibition of platelet function.

Intramuscular injections should be avoided. The 

use of narcotics may be required when the pain is 

severe, but indiscriminate use must be discouraged 

because of the chronic nature of the bleeding 

and the risk of addiction. Oral steroids have been 

shown to decrease the inflammatory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bleeding and are used at many 

hemophilia centers.

Despite the well-known complications, few 

problem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ir use 

for three to four days following an acute bleeding 

episode.  Recommended regimens inc lude 

Prednisone, 1 to 2 mg/kg/day, for three to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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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AIDS) have not proven very beneficial in 

decreasing the acute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probably should be avoided in acute bleeding 

episodes because of their inhibition of platelet 

function and the potential to enhance bleeding. 

Their judicious use, however, may be helpful in 

controlling arthritic pain and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next section.

Aspiration or removal of blood from the joint with a 

syringe and needle can be considered.

Theoretically, the early removal of blood from the 

joint should result in a more rapid response to 

treatment and should be beneficial in delaying or 

elimin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thritis.

The disadvantages are that the patient must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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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gency room. A secondary problem is that 

young children will frequently delay reporting a 

hemarthrosis to their parent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be stuck with a needle in the joint”. The 

definite indications for aspiration include: (1) a 

tense and painful joint which has not responded 

to factor replacement within 24 hours; (2) pain 

which seems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 physical or 

clinical findings; (3) evidence of neurovascular 

or skin compromise; and (4) a joint in whi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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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 pattern is unusual or there is an elevated 

temperature. The last criterion requires that a 

septic joint be ruled out.

Contraindications to aspirat ion include the 

presence of an inhibitor that cannot be controlled 

and local factors, such as an open wound or 

infected overlying skin. When aspiration is 

performed, it should be done at the time of factor 

replacement when levels of 50% are achieved. A 

large bore needle, at least 16-gauge, should be 

used as small clots frequently clog smaller needles. 

Immobilization with a plaster splint or compression 

dressing helps relieve symptoms and may prevent 

recurrent bleeding. A second infusion of factor, 

12 to 24 hours after the aspiration, is frequently 

recommended.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al therapy and the role 

of the therapist must be stressed. The aim is to 

increase function by maintaining range of motion, 

increasing muscle strength, and avoiding joint 

deformity. Prophylactic factor replacement may 

be required if the pain and swelling have not 

completely resolved. If there is any concern, factor 

replacement should be used prior to the first few 

physical therapy sessions. After a week or two, 

the exercises are usually continued by the patient 

without factor replacement. These exercises 

should be done at home on a regular basis. The 

programme of therapy should be individually 

tailored by the physical therapist to the patient's 

needs and lifestyle.

The Chronic Swollen Joint (Recurrent 
Bleeding and Synovitis)
If joint bleeding is not adequately treated, it tend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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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ily than normal synovium and causes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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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broken to prevent the iron within the blood and 

the enzymes from destroying the cartilage, lea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thritis.

Synovitis or recurrent bleeding can be differentiated 

from an acute hemarthrosis in that the swelling 

does not respond to a single infusion of factor. The 

joint is less painful than with an acute hemarthrosis 

and the range of motion is frequently not limited.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cartilage has a 

limited ability to repair itself. The synovitis may 

not be painful, but the destruction is insidious and 

cumulative and, therefore, the condition must be 

treated as vigorously as a painful hemarthrosis.

Prophylaxis, or preventative replacement of the 

missing clotting factor, for three to six months is 

indicated. The intermittent use of steroids helps 

reduce the inflammation within the joints. A dose 

of 1 mg/kg/day of Prednisone for one week should 

be followed by a dose of .5 mg/kg/day for a second 

week. If the synovitis is recalcitrant, the course 

may be repeated in three to six weeks.

Aspiration may be useful initially to control the 

swelling with the joint and should be undertaken 

after prophylaxis has been started but before 

steroids are used. Immobilization is useful at times 

but mus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physical 

therapy to prevent atrophy and loss of range of 

motion.

A lack of response of the recurrent bleeding of 

synovitis after three to six months of prophylaxis 

and treatment is usually considered an indication 

for more aggressive intervention. Open surgical 

synovec tomy,  a r th roscop ic  synovec tomy 

and radioactive synovectomy should the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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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ed. The indications and management 

of these procedures will be considered in a later 

monograph.

The  Ar th r i t i c  Jo in t  (Hemophi l i c 
Arthropathy)
Despite early and what seems to be adequate 

treatment, the progression of bleeding and 

synovitis to arthropathy have not been eliminated. 

Only prophylactic replacement of the missing 

clotting factor started soon after the first bleeding 

episode holds promise of doing this, but it is not 

economically or medically feasible in most parts 

of the world. To minimize the consequences 

of an hemarthrosis which has not responded 

or cannot be adequately treated with factor 

replacement, short-term immobiliz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This can lead to further deformity. 

Isometric exercises should be started immediately 

and should quickly progress to more vigorous 

strengthening exercises and range of motion 

exercises.

For recalcitrant joints, the temporary use of b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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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brace can be useful. They usually have a 

hinge that can be locked and opened to allowed 

progressive motion, especially at the knee. A 

molded ankle-foot orthosis will frequently control 

pain and bleeding at the ankle. High shoes and 

orthoses can be inexpensive and have been used 

to minimize foot and ankle problems. Temporary 

splinting may be used to control pain and bleeding 

at the elbow, but long-term use is not feasible as 

it interferes with function. Again I must stress that 

physical therapy mus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ll forms of splinting.

If a flexion contracture has developed at the 

knee, cast correction is indicated. Serial casting, 

wedge casting and the use of desubluxation-

type hinges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correcting 

these contractures. Serial casting can be used 

on an outpatient basis. Wedge casting works 

more quickly but usually requires that the patient 

b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A desubluxation 

hinge is used if there is any evidence of posterior 

subluxation or if the contracture is greater than 

45º. Following correction, the patient is kept in 

a brace until physical therapy has strengthened 

the muscles around the knee, especially the 

quadriceps. This usually takes three to six months.

The Future
Until now, the role of the orthopedic surgeon in 

the care of the person with hemophilia has been 

to correct the ravages of bleeding into the joints, 

muscles and other structures in the extremities. 

It has become obvious that the only way to 

prevent musculoskeletal problems is to correct the 

hematological defects; these forms of relief will 

come from the hematologist and the geneticist. 

Until then we must work to maintain the normal 

function of the hemophilic joint and, by utilizing 

some of the principles outlined in this paper, it is 

hoped that the children throughout the world will be 

able to keep a “straight” st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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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达人

说放下
作者：付杨

据说猎人有一种捉猴子的方法，就是把挖空的

椰子用绳子固定在树上，椰子上留一个小洞，洞里

放上一些食物。洞口大小只能让猴子空着手伸进

去，而无法握着拳头伸出来。当猴子闻香而来，伸

手抓住椰子里的食物时，紧握的拳头便缩不出洞口

了，猎人来时猴子也只能束手就擒了。没有人捉住

猴子的手不放，它是被自己的执着所俘虏。

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内心的欲念束缚了

我们原本自由的心灵。我们放不下名利，放不下感

情，放不下手中的一切⋯⋯

放下是一种境界，面对世俗的生活，要做到举

重若轻，宠辱不惊是很难的。放不下是人性，放下

是修为。我有时总劝别人，也会时常安慰自己说：

人生来本就是一无所有的，什么也没带来，又何谈

失去，放下也就放下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无

法复位，但是我们可以时常的让自己的内心归零。

放下多余的负累，清除冗杂的欲念，人生的旅程才

能去留随意，轻舞飞扬⋯⋯

何况我们并不是一无所有的，至少我们还有父

母亲人，还有这身体发肤，还有阳光雨露⋯⋯已经

拥有这么多，还计较什么呢，以一颗感恩的心生

活，对身外之物抱定来之不拒，去之随意的态度淡

然处之，困窘的人生也就随之豁然开朗了。

有人对我说过，你只要好好的活着，就能让很

多人感到幸福，余之甚慰。倘以我之卑微，彰显他

人之高大，以我之苦痛，换他人之慰藉，未尝不是

一件幸福的事情啊。

因为有你·七夕
因为有你，

今夜如此美丽，

所有人注目着七夕的天际，

倾听着鹊桥上的窃窃私语。

因为有你，

长城上总有女子的哭泣，

它在战火与硝烟中屹立，

却经不起这温柔的泪滴。

因为有你，

生命不再是生与死的距离，

心里刻下了彼此的印记，

纵然化身为蝶也不离不弃。

因为有你，

断桥上一次雨中的偶遇，

穿越了世俗的阻隔和禁忌，

西湖边留下了千古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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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你，

我失去了所有忧伤的记忆，

苦涩的水也喝出了甜蜜，

一句神奇的咒语，

让漂泊的心找到了幸福的皈依，

咒语说的是：我爱你！

血友情--生死相依，不离不弃！
作者：江苏盐城   老骥伏枥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挣到了人生中第一笔

钱，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为母亲做了第一顿

饭。

　　很久没写过东西，当幸福来敲门时，有些

措手不及。面对着电脑，触摸那熟悉的键盘，心绪

仍是起伏难平，我知道我确实是想写些什么了。

　　作为一个血友病患者，在别人看来或许没

什么特别。时常被家人惯着宠着。在父母眼里我是

他们的希望，但更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生活中往

往一个很轻微的碰撞都会导致身体发生出血，不时

会出现很多紫斑血块，即便是牙龈出血也要一个多

星期才能康复，关节受伤肿胀时更是经常疼的几

天几夜不能合眼。不能走路时只能是父母背着去

上课。就这样，在学校里我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

参加户外活动，更不要说是和他们毫无顾虑的玩

耍，这让我的性格有些孤僻内向。艰难的从小学熬

到了高中毕业。上大学是很多人的梦想，高考后家

人考虑到我的身体决定让我报名当地的学校。开学

的第一天我很兴奋，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迈进了这

扇大门，或许是命运的玩笑，短短几个月的生活让

我的膝盖疼到不能走路。由于大学里的课程都是流

动的，每次上完两节课就要换教室，膝盖的出血只

能咬牙忍着。直到身体恶化到连上厕所都要舍友扶

着，每天的餐点都是他们帮我带，一个宿舍里的人

都去上课时，我却只能默默的在床上躺着。终于母

亲还是知道了我的情况，把我从学校接回家，坐在

母亲的车后面，回头望着远去的校园，我的视线模

糊了，我知道她不属于我。

在家的日子是平淡而又寂寞的，白天玩着无聊

的电脑游戏，晚上躺在床上看着电视新闻，经常失

眠的我常常恍惚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渐渐的变得

麻木了。觉得自己注定是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就这

样在家里虚度着时光。一段时间里，膝盖通过一些

简单的锻炼稍微能走一走，偶尔也回学校去看一看

舍友们。但每次一出血我就只能在家里躺着，忍受

着常人无法体会的疼痛。时间过的很快，转眼和我

一起踏进大学的朋友们都毕业了，都在准备着就业

了，而我还是只能静静的呆在家里。我不能像他们

一样去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不敢追求一份属于

自己的爱情，我真的不敢想。想着失败的人生不过

如此！

在网上冲浪是一种无奈，直到有一天，我加进

一个江苏的血友群。在里面认识了很多身体和自己

一样的血友，他们每天都在群里聊着自己的生活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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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曾经的梦想，年长的病友像兄长一样关心着我的

状况，感动着我的心灵，慢慢的我融入了这个大家

庭。时常也有血友建议我在网上开淘宝店赚点钱养

活自己。但，或许是我骨子里不怎么喜欢做生意，

或许是我天性的懒惰，开网店的事渐渐被我抛在脑

后。后来也有病友建议我玩网络游戏赚钱，于是我

尝试了装了一款网游，结果玩了一天一个怪都没打

死就结束了。开网店没兴趣，玩游戏也不会，多次

的尝试之后更觉得迷茫了，我真的是个废物吗？接

下的日子里越想越茫然，整天就想一出换一出，时

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

命运在考验着一个人的意志力的同时也为他创

造着机遇。终于有一天在我像往常一样挂着QQ和朋

友聊着天的时候不经意间收到了一封来自血友群里

的电子邮件。我点击进去查看是一个叫“闲云”的

人发的，邮件内容是介绍一个血友病的网站--友联

网。我输入网站地址www.pk8.org.cn ，发现这是

个很特别的网站，它是为了鼓励血友病人进行网上

技能培训和创业而建立的。在“社区”里，我看到

很多关于血友病人创业的新闻，看到他们为实现心

中的梦想而拼搏努力，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挥霍着宝

贵的青春，我心中生出一丝羞愧，暗自决定从这里

找到人生新的起点。网站的管理者是“闲云”，他

和几个血友志愿者无偿给我们讲课，从最基础的电

脑应用到网站的建设和推广，从网上开店营销到PS

的处理设计，这群可爱的人用他们的行动在诠释着

血友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血友病人也能为他人增

添一些光和热。从那以后我每天在友联网里学习知

识，从刚开始的一周进行一次课程教学时我对网站

建没有很大的兴趣，在“闲云”老师网站理论基础

视频教程里越学越多，有实在搞不懂的问题就请教

“地球人”、“蝌蚪”这些热心的老师，在他们的

无私帮助下。我后来的生活变得充实了很多，感觉

每天都过的很有意义，坚信着我的明天是充满阳光

的。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时间过的很快，友

联网的基础课程教学结束了。“闲云”老师开始了

实践课程的教学，但对报名的血友制定了很多严格

的要求。虽然对网站建设还有很多不懂，虽然对

SEO还有很多疑惑，但我更不愿放弃这个难得的机

会，于是我第一个就报名了。接下来的几天内心有

些忐忑，担心老师会不会没有把我考虑在内。纠结

归纠结，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学习不懂的知识，直

到有一天“谁懂我的心”在QQ上通知我晚上要开

会，我的心更是提到了嗓子眼。晚上我准时的到了

YY（网上创业频道），一共有5个人，“谁懂我的

心”、“尛磊”、“关公的刀”、“中原居士”还

有我。“闲云”讲了一些必须要遵守的制度，并让

我们每个人都表达一下各自的想法，说实话我是第

一次在YY里讲话，面对着几个看不到面孔的血友我

的声音显得那么低小而又颤抖，现在我都想不起当

时说过哪些话了，呵呵~会开到很晚，我们几个聊的

也很投缘，我们都欣然接受“闲云”提出的要求，

并且正式加入了“起点网络工作室”。

“起点”这名字真好，有着深刻的寓意在里

面。在这里不论你的年龄多大，不论你已经学到的

有多少，什么都是新的开始。你不会因为自己是血

友而感到自卑，不会因为身体残疾而感到压抑，有

的是深深的血友兄弟情！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

成员吧。“闲云”，我们的师傅，一个传奇般的人

物，为人正派待人热情，做网站推广有10多年的经

验，锃光瓦亮的脑门里装的都是智慧，在血友界里

是声名显赫的重量级人物，不过他好像一直很低调

从不张扬。“谁懂我的心”，一个17岁的血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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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是去年就和师傅学网站了，命运多舛的他总

是昂着不服输的头，和我们交谈时总是带着一股浓

重的湖南味儿（火星语），他现在还带领几个血友

一起在网上开PS店，为的只是帮助更多血友找到

人生的方向。“尛磊”，比我们几个都大一点，人

忒好，他还是感情方面的专家，每当团队里有人心

里有困惑和纠结的烦心事他都会来鼓励安慰我们。

对了，他还说能帮我们介绍女朋友，呵呵~“关公

的刀”，纯爷们一个，讲义气做事有责任心，学习

也是一丝不苟的。他接触认识的残疾人比较多，所

以给人感觉总是有一点淡淡的忧伤，每天都会哼着

《斯琴高丽的伤心》。“中原居士”，一个神秘的

隐者，传说中超隐隐于网的男人，待人真诚无私。

他有自己的网店，后来由于自己工作的原因不得不

退出了团队，我们都有些不舍。

工作室成立了，随后我们就开始忙活了。“谁

懂我的心”是团队的小组长，由他来分配安排我们

每天的工作任务，我们做的是一家私营苗木企业网

站，客户是“心”找来的（这小子确实有能力），

所以很多材料信息都是他负责和客户去沟通。刚开

始的时候我们是负责把网站内容做好，我们每个人

负责一个产品，师傅给我们讲了基础的操作步骤和

方法，我们开始在网上搜集材料，整理并发布。这

些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要真正做好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如何在短时间内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这考

验着我们团队成员之间协作处理问题的能力。新团

队的磨合总是需要时间的，还好我们都能基本完成

每天需要做的任务，无论谁有困难其他人都会给予

应有的帮助和鼓励，每天提交的记录师傅也会及时

纠正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每天都是充满着

激情在工作，晚上在一起交流当天工作中的一些心

得，“心”还提议我们定期搞一搞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基本都是血友，很多人都不善于和人交流，为

了克服这种障碍，空闲的时候还组织在一起唱歌，

打牌和下棋。我们彼此的默契在慢慢的提高，相互

之间的信任感在不断加强，我的真的很庆幸能在这

样的团队里工作，我拥有很优秀的队友和导师，在

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SEO的工作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随着我们

工作进度的不断深入，每天要干的活也越来越多，

我们经常干到深夜，睡眠开始减少，到后来感觉每

天有48个小时都不够用，渐渐的我感觉到累了。

当初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小伙子有些萎靡了，家人本

来很支持我的工作，可是到后来看到我整天大门不

出的盯在电脑前，纷纷都开始反对我的创业。开始

我对他们解释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不愿意就这样

松懈自己的工作。整天在耳边听着母亲的唠叨，父

亲的责备，我开始厌烦他们说的话，我不想和他们

争执，一次一次的选择沉默。这样导致的是一种恶

性循环，母亲急的快要发疯，我也被一种无形的包

袱压着喘不过气。在最累的时候我的工作也出现了

问题，有几天我辛辛苦苦做的成果由于操作不当一

下子被人家给删掉了，都没了！这种感觉就好像爬

竿爬到一半被人一下子拉到了起点，我知道我进了

一个死胡同里，一时走不出来了。接连好几天我在

YY里都不怎么说话，我的兄弟发现了我的异常并

告诉了师傅，师傅之后了解了我的情况及时和我谈

了心，他指出了我的生活作息没有规律，一个作息

没有规律的人是干不好SEO的，这不但会影响到自

身的发展，更会导致和家人之间的矛盾发生。师傅

的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在随后的日子

里，我每天都找时间出去活动，锻炼自己的身体，

晚上也及时到点休息。渐渐的母亲的唠叨少了，我

的精力也提升了，整个人又恢复到了最初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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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感激师傅的劝诫。

时间过的真快，一晃两个月过去了，我们团队

做的第一笔单推广成功了。我们的坚持得到了最好

的回报，那一天我都激动得大声尖叫起来，在语音

中我仿佛就能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最美的微笑。

这个成就不是一个人创造的，她是属于“起点”的

每一个成员，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了团队力量的强

大。师傅曾说过，我们是血友兄弟，我们是生死兄

弟，有了这份坚持，有了这份努力，哪怕前行的道

路上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最终也会逾越！这份珍

贵的血友情比天高，比海深！

这一天我收到来自客户的第一笔汇款，1500

元！这是我人生中挣到的第一笔钱，我兴奋的一夜

没睡好。晚上我听着音乐盯着电脑，我想在网上给

家人买一些小礼物。淘宝网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让

我有些目不暇接，我一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好。突然

间我脑海里跳过一丝画面，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

感人的视频。“当你在等以后，就已经失去了永

远”，讲述的是一个儿子给过世的母亲做的一顿天

堂午餐，当时把我感动了好久，我依稀记得母亲以

前也经常在我耳边说，“什么时候能吃到我做的一

顿午餐她就很高兴了。”对，我要为母亲做一顿午

餐！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了，在网上找了一些做

菜的视频，大厨教的一些菜我根本学不来。后来师

傅建议我做一些家常菜就行，比如炖鱼汤、西红柿

炒鸡蛋、炒韭菜我可以试一试。说干就干，我开着

电动车到菜市场，先去买好材料（鱼是菜农帮我杀

的）然后回到家开始忙活了。我先把买到的菜挨个

清洗了一遍，第一次摸生鱼让我有些纠结，不过既

然选择要做就要努力把它做好。我很仔细的把鱼打

理干净，按照师傅的指导，我先把锅洗干净加热，

倒入适量的油，然后把葱姜让进去预热，接着把洗

干净的鱼放进锅里炸一下倒入适量的水，后面就是

漫长的等待。终于等到锅里冒着热气，我揭开盖子

就闻到了一股香味，我把能加的佐料都放了一些最

后盛起来。一道菜完成，我接着做第二道，由于站

的时间有点长了我的膝盖微微感到一点疼痛，不过

最后我还是把韭菜给炒好了。在准备做西红柿炒鸡

蛋时才发现家里没鸡蛋了，悲剧~当我再打算去买

的时候母亲刚好回家了，看到我在厨房表情一丝诧

异，问我在干什么？当我把今天拿到第一笔钱去买

菜做饭的经过告诉她后，她竟然激动得蹦了起来，

手舞足蹈的样子真像一个幸福的孩子！吃饭时，母

亲嘴里不住的说做的真不错，真不错。。。这一

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感觉自己一夜之间长大

了！

回想过程总总，往事历历在目。从少不更事的

天真无虑到残酷现实的打击迷茫，从无数次的失败

黯伤到学有所成时的欣喜若狂，从失魂落魄时的极

不自信到在血友兄弟们的帮助下重拾起对美好明天

的向往。。。每一天的成长进步，每一天的情感充

实都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力量。

写到这里，我深切体会到血友病人更应该学会

感恩，感恩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感恩良师为

我们指出人生道路，感恩朋友给我们的鼓励和帮

助，感恩路人对我们善意的微笑⋯⋯

血友情--生死相依，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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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血友之家》自开办“心愿墙”栏目以

来，已收到全国各地数百条血友病人及其家属的

心愿祝福，由于版面有限，现摘出部分读者的心

愿祝福。

“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那次是邻床

的你借给我了几支药，祝好人一生平安”

“我一定可以坚持下去，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也没有趟不过去的河”

“谢谢你，一直静静守候，不离不弃”

“谢谢你细致入微的照顾和真诚的鼓励，你们

真的是白衣天使”

“我经营的小店，生意已经渐渐有了起色，希

望以后会越来越好”

“心存希望，幸福就会降临于你，心存梦想，

机遇就会亲近你，心存坚持，快乐就会围绕在你身

旁⋯”

“人生就是修炼，我一步一步走来，没有退

缩，没有泄气，带着勇往直前的心，面对所有爱我

的人，我心依旧，期待美好⋯”

您可继续将您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其他病友的

美好祝福通过电话、便签邮寄等方式传送给我们，

我们将会摘录下来，并刊登在我们的心愿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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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血友之家杂志征稿启事

《中国血友之家》期刊是由中国血友之家发起并主办的一份面向全国血友病患者及其家属的季

刊。期刊以“服务血友病患者”为宗旨，内容包括国内外血友病新闻、知识介绍、医疗保险和救助

政策信息、全国各地血友病诊疗中心、厂家和血友病组织的活动信息、人物专访、病友故事以及病

友个人创作的艺术作品等。

《中国血友之家》将免费发放给全国各地的血友病患者、血友病诊疗中心、地方血友病组织以

及相关医生、专家。

现面向全国各地的血友组织、病友、厂家和医护专家公开征集稿件。欢迎大家踊跃投稿、推荐

稿源。

征稿内容：
新闻信息：关于血友病的医疗、医保制度、救助制度和政策法规方面的报道。

活动信息：各地血友病治疗中心、血友病组织和厂家组织的各种活动。

医疗信息：血友病的最新研究成果、治疗信息、知识介绍等。

患者信息：血友病患者的生活故事、治疗经验、作品展示等。

来搞要求：
稿件请注明作者姓名和联系方式，推荐稿请注明出处，以 WORD 格式或图片按附件形式发至投稿邮箱；

每稿必复，如需修改，会与作者及时商议。

来稿要求：内容健康新颖，论点明确，资料可靠，力求文字通顺、优美、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字数不限。

本杂志为公益刊物，经费有限，暂不支付稿费，敬请谅解。

投稿电子邮箱：zazhi@xueyou.org

邮寄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北路地铁古城家园四号楼1305室，邮编：100043，刘政（收）

联系人：郑一宇         电话：13602671074          QQ留言：2389456329

微博留言：http://weibo.com/xueyouzhijia

本征稿启事长期有效！

中国血友之家》编辑部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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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表
请注意认真填写报名表各项内容，并准确填写您的联系地址，以便我们将奖品寄送给您送给您。

姓名 年龄

性别 出生日期 　

联系方式 邮编

家庭住址 省           市          区（县）

参赛作品名称：

作品描述：

参赛本人有效身份证

复印件

血友病相关诊断材料

复印件

参赛声明：本人报名参赛，同时将所附的参赛作品、文字说明及制作版权转让并授予组委会，声

明接受大赛规则中的所有其他陈述、保证及权利。我同意所提供之艺术作品与文字将不会被退

还，且保证所提交之作品为我所原创。

                                                         参赛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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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世界”  
拜科奇杯血友病患者作品征集大赛

中国血友之家与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共同发起

参选要求 ：文字作品：诗歌、散文、小说、日记等

图片作品：摄影、手机图片（随手拍）等 ，需加文字图注

多媒体作品：摄相短片、手机摄像，手机录音等

艺术作品：书法、绘画、剪纸、十字绣、数字油画等

参赛时间 ：从2011年9月1日起截止到2012年1月31日

参选对象：面向所有中国大陆地区年满18周岁以上的中国籍血友病患者

参赛报名：

登陆《友驿》俱乐部网站http://www.samengine.com/ClubWeb/

在线填写报名表

下载报名表并将报名表回寄至大赛组委会

参赛作品及相关证明：

将参赛作品及相关证明（扫描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寄至大赛组委会官方邮箱

将参赛作品及相关证明（复印件）以信件的形式寄至大赛组委会

组委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静安东里12号院（国门大厦）A座4T   邮编：100028

大赛官方邮箱：wangyan@gaxyb.com
附：附：参赛者必须将报名表回寄给大赛组委会，经大赛组委会审核通过之后，方可有效。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获得血友病关爱套装1套（贮药小冰箱+助力垫+自我注射练习包+冰敷护膝）

二等奖2名，多功能mini音箱

三等奖3名，各获得数码电子相册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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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血友病联谊会登记表
一.患者信息

患者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常驻省名
（直辖市） 病型

□甲型   □乙型   □丙型   □vWD    □其

他：

文化程度 因子浓度 _____________%    □没有检测过

二.联系人信息：

联系人姓名 与患者的关系 □本人  □父  □母  □其他：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固话 区号         -

手机 E-mail QQ

三.其他情况：

愿意接收邮寄的血友病资料吗？ □同意    □不同意

愿意接收联谊会的电子邮件吗？ □同意    □不同意

愿意向其他患者提供您的联系方式吗？ □同意    □不同意

备注：

登记地点：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   登记表请寄回：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北路地铁古城家园四号楼1305室，邮编：100043，刘政（收）

注：没有登记的病友和新诊断的病友请填写此表并寄到指定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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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血友病联谊会及各地血友联谊会主要联系人
主要联系人（均为血友病患者及家属）：

中国血友病联谊会（中国血友之家），原名中国血友病病友联谊会，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的
关怀和支持下于2000年9月成立的一个非赢利性血友病病人组织。

2000年7月和2002年5月，中国血友病联谊会部分主要负责人应邀参加了由世界血友病联盟（WFH）组织
的世界各成员国血友病组织（NMO）领导人培训，并一直得到了WFH的工作支持与帮助。由此标志着中国血
友病联谊会成为世界血友病联盟认可的中国病人组织。  

地区 姓名 电话 通信地址 电子邮件

北京
储玉光 010-81906222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57号220楼2单元1号（100039） yuguang@xueyou.org

关涛 13911933293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北路42栋3单元37号（100043） guantao@xueyou.org

广东 黄子楷 020-61641203 广州市南方医院158栋乙门2701房（510515） zikai@xueyou.org

天津 王立新 022-24142771 天津市河东区八纬北路东孙台后里7号楼3栋204（300170） lixin@xueyou.org

湖北 黄屹洲 13871059048 武汉市青山区钢都花园124街45门5号（430081） hyz812@126.com

山东 韩吉亮 13181698297 山东省青州市东坝教育电脑部（国际会展中心对面）（262500） 43012389@qq.com

江西 卢松
0791-6251341

0791-6263719
南昌市干家前街36号（市八一电线厂内）（330003） ls1971abc@163.com

江苏 尹仲春 0516-83580833 江苏省徐州市湖滨158-1-103 （221000） zhongchunxueyou@126.com

东北三省 李昆 024-81866100 沈阳市大东区二台子林韵春天2号楼1-7-2（110000） likun1962@hotmail.com

安徽 毛岭 0551-3288927 合肥市望江东路365号金江苑9栋203室（230022）
maoling@sohu.com

maoling@china.com

河南 冯红梅 13017563541 河南省宝丰县春风购物一楼家电部（467400） hjx627795249@163.com

陕西 庞月琴
029-62980796

18991396959

西安铝制品厂住宅小区2号楼2单元2层东户（西安莲湖区大兴
东路15号）（710016）

228650426@qq.com

山西 樊颖 13734036333 山西省太原市新建南路78号太原市工商局 张滔滔转 （030012） ffyyffyy@126.com

新疆 王熹微
099-2622900

15160877929
乌鲁木齐市五星南路328号兵团疾控中心（830002） xjxueyou@163.com

河北 冯凤莲 15833110993 河北省石家庄市槐中东路294号宿舍34号楼102室（050000） hebxueyou@126.com

海南 刘筱华 13976615782 海南省海口市龙舌坡椰林小区5栋402房（570203） lxhlawer@126.com

广西 秦汉平
0771-2421263

0771-214361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华路73号（530011） 258187273@qq.com

浙江温州 林清锡 13868800389 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325000） cyxlns@163.com

甘肃 祝爱花 18793632798 甘肃省张掖市新墩镇南闸村五队21号（734000） 534815767@qq.com

福建 陈熙 15880448239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通镇瓜山村瓜后57号 （350121） 2008chenxi520@163.com

四川 余中 13881929797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新光路8号3-9-602（610041） 9625915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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