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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规范执法行为，近
日，襄城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开展了警示教育学习活动，
学习了《身边腐败警示录》
及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
行为规范、交通运输执法监
督制度等内容。

在执法工作中，经常会
遇到一些有抵触情绪的司
机，襄城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的执法人员耐心细致地给
他们讲解法律法规知识；针
对超限超载的司机，执法人
员推心置腹给他们分析超
限超载对别人、对社会和对
自己的危害，争取司机的理
解和配合。

执法人员在路上巡查
时，只要发现遇到困难的司
机，都积极热情地提供帮
助。有一次，一位女司机开
的一辆小轿车车轮陷到了路
坑里，车上只有老人和孩子，
没人帮她推车，急得手足无
措。巡查路过的5位执法人
员发现后，立即上前帮她把
车推出路坑。还有一次，一
辆拉着辣椒的小货车绳子断
了，辣椒掉下去好几袋。口
袋掉下去后摔开了口，辣椒
撒了一地。路过的执法人员
一边设置警示标志，一边帮
司机重新装袋、清理路面。
司机握着执法人员的手，一
个劲儿地说谢谢。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安
阳市环卫处的一名工作人员
牛治伟，据其告诉记者，这项

“爱心早餐工程”是在10月
26日正式启动的，当天正是
省第二十个环卫工人节。

据了解，为了保证环卫
工人们能够及时用上早餐，
确保健康饮食，安阳市成立
了专门的环卫工人免费早
餐检查监督领导小组办公
室。每天负责对环卫工人
早餐标准、是不是环卫一线
职工领取及是否能够按照
时间要求领取等进行监督
检查、通报。

“安阳市的环卫工人有

4000多名，真正在一线工
作的有2000多名，免费早
餐目前只针对一线环卫工
人。”安阳市环卫处管理科
科长李健告诉记者。

据了解，环卫工人早餐
有粥、豆浆、包子、热狗、手
抓饼、鸡蛋等可供选择，取
餐点分布在安阳市区各个
路口，每天6时至9时供应。

“我们粗略地统计了一
下，一年下来这个费用在
448万元左右，按照市财政
补贴50%，区财政配套50%
的原则，专款专用。”李健告
诉记者。

“药不贵，原来只卖30多元一
瓶（50 片），但现在拿钱也买不
到。”张文林说，这种“救命”的药近
年来经常断货，之所以未被外界关
注，是因为这种低价的特效药，只
有部分白血病患者才会用到。

而据记者了解，巯嘌呤适用于
绒毛膜上皮癌、恶性葡萄胎、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及急性非淋巴细

胞白血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急
变期。因为此药供不应求,近年来
价格也在上涨，省内药店很难买
到。不仅如此，该药在多个省份也
是频频断货，有时甚至长达半年。
此外，也有患者从境外渠道买药，
但价格更高。医药业内人士称，此
前曾有三四家药厂生产此药，后因
价格提不上去、用量小、成本上涨

等原因，陆续停产。
采访中记者获知，浙北药业为

筹建该药的生产线，投资近500万
元。今年7月，该厂曾试产240万
片巯嘌呤片，如果能通过相关部门
的认证与验收，便可以销往全国各
地。但记者昨日多方咨询后得知，
该药尚未进入各省医院销售渠道。

15岁患白血病男孩急求救命药，幸好好心人送来，但更多患者难买到

多家药厂停产 救命药喊“救命”
□记者 魏浩 文 洪波 摄影

核心提示 | 11月7日晚，
一则15岁男孩急需白血
病药物的求助信息，在郑
州和驻马店两地网友的微
信群中传开。所幸很快有
好心人送来了药。但记者
采访得知，由于产量下降，
该药在国内经常断货。而
男孩所需的第二瓶药，和
更多同类患者需要的药，
还不知去哪能买到。

求助 | 15岁男孩急需救命药，两地网友纷纷转发

“一高15岁患重病少年急寻
救命药！转发接力寻找!”前天晚
上，一则求助信息不断被网友转
发。当晚9时许，大河客户端也向
千万用户推送了该消息。

向媒体求助的，是一名患有白
血病的男孩龙龙（化名）的姐姐。
据称，龙龙急需一种叫“巯嘌呤片”
的口服药。医生称该药严重缺货，
男孩之前吃的药，是在其他病房找

患者借的。病友好心给了两天的
量，但后续的药却没有着落。

据了解，龙龙在9月底全身皮
肤多处发现出血点，牙龈也出血不
止。在当地医院检查怀疑是白血
病，转入河南省肿瘤医院治疗，后
来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由于父亲两年前意外去世，母亲
也患有多种疾病，龙龙家里靠低保
生活。龙龙住院后，驻马店一高的

全体师生积极响应，为其募集了两
万多元的捐款。虽然一家人为治疗
费作难，但龙龙的治疗还算理想。
直到近日，出现了药物短缺的情况。

求助信息发出后，很多郑州和
驻马店的网友，纷纷转发并求助各
自认识的医生。当晚，在郑州青年
药师联谊会的微信群里，很多医生
均称该药已停产多时，目前郑州多
家医院都没存货。

走访 | 男孩治疗效果良好，有望回校参加考试

昨天上午，在省肿瘤医院血液
科六病区，阳光透过病房的大玻璃
窗，暖暖地照在龙龙的病床上。病
区主任张文林给龙龙检查后说：

“男孩恢复得不错，再治10个疗
程，将来参加高考都没问题。”张文
林说，龙龙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最初到医院时白细胞高达
17万个单位，经过一周的治疗，就
降到了1950个单位。“对药物反应

比较敏感，治疗效果还是比较好
的。”张文林说，如果龙龙后期能顺
利接受治疗，治愈希望很大。“孩子
刚好超过了14岁，要不然可以参
加大病救助和其他的基金救助。”
医生说道。

据了解，龙龙从小学习成绩就
特别优秀，后来进入驻马店一高学
习。“我们理科1000多名同学，我
能排前百名。”谈到学习，龙龙显得

十分腼腆。“龙龙的母亲说，当晚有
个驻马店的爱心人士送来了一盒
药，没收药费，还给孩子捐了钱。”
张文林说，巯嘌呤片是治疗龙龙所
患疾病的必需药，“一般年龄小的
孩子一片/天，年龄大的孩子一片
半/天。”在此之前，张文林也曾与
国内儿童血液病权威专家沟通可
否换用其他药物，但专家均称不能
换。

探因 | 救命药也频喊“救命”，患者少、用量小致药厂停产

小举动大温暖
执法不误助人为乐
□记者 邵可强 通讯员 刘建伟

一顿热饭温暖一座城
安阳市启动“爱心早餐工程”
每年拿出448万元为一线环卫工提供早餐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清冷的早晨，捧上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这对于很多
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对于城市美容师——环
卫工人来说却是有点奢侈。近日，安阳市启动了“爱心早
餐工程”，政府每年拿出448万元，为一线环卫工人免费提
供早餐，这项举措让安阳这座古城显得格外温暖。

辛苦 | 凌晨3点多起床 吃不上口热饭

刚刚立冬，安阳街头落
叶正是多的时候。凌晨3
时40分，天还很黑，环卫工
人张尚红已经起床，简单收
拾下就去指定地点集合，四
点半准时出现在安阳市彰
德路上，进行清扫作业。

“一般7点钟大家就开
始上班了，我们得赶在别人
上班之前将路面打扫干净，
所以必须早点起床，有的离
家远的，凌晨 3 点就得起
床。”张尚红告诉记者，她今
年45岁，从2012年开始，
做环卫工人已经整整五年
了。

早晨 6 时，天微微发

亮，环卫工人们下了早班，
来到附近路口的早餐摊前，
拿着餐券每人领取一份热
腾腾的早餐。

张尚红告诉记者，下早
班后一般只有一个小时的
休息时间，自己离家还算比
较近，以前都是回家热下剩
饭或者吃个馒头就得匆匆
回来上班，有的人离家比较
远，就自己带个馒头什么
的，随便对付一下。

“现在好了，政府出钱
给我们提供免费早餐，下了
班不用赶太急，就能吃到一
份热乎乎的早餐。”张尚红
说。

暖心 | 政府买单，每年花费448万元

本报安阳讯 鹤壁市的万某驾
车在林州市安姚路行驶时，只因低
头看了一眼手机，致使一名骑车妇
女头部严重受伤，当场死亡。昨
日，记者从林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事故科获悉，目前，该男子已被依
法刑拘。

11月2日上午8时许，鹤壁市
的男子万某驾驶小型汽车载一名
同事到林州市太行大峡谷景区游
玩。其驾车由东向西行至安姚路
林州重机集团门前路段时，突然撞
倒了左前方一辆自行车，致使骑车

妇女头部严重受伤，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时不到9点，我们

到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停在
路边，前挡风玻璃已经碎裂，一名
妇女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死亡。”
办案民警王军伟告诉记者。

据肇事者万某供述称，由于不
熟悉路线，其一路开着导航由鹤壁
驶来，行至事发路段时，前方是一
个交叉路口，导航对其进行提醒，
他就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完全没看
到前方车辆，而抬头再看路时猛然
发现左前方有一名骑车人，来不及

踩刹车就已经撞了上去，没想到看
了一眼手机，就造成这么大的祸。

据交警了解，万某今年35岁，
还不到两年驾龄，驾驶技术并不太
娴熟。

“万某因疏于观察，未降低行
驶速度，致使交通事故发生。因涉
嫌交通肇事罪，被我们公安机关依
法刑事拘留。”王军伟告诉记者，提
醒广大机动车辆驾驶员，上路行
驶，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法规，摒
弃驾驶陋习，谨慎行驶，严禁开车
看手机，确保安全行驶。

只因开车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男子酿成车祸被刑拘
交警提醒：广大司机要摒弃驾驶陋习，确保安全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崔守跃

龙龙目前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