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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
再困难也要坚持住

22 年来，马桂凤经历过一个
个难熬的时刻。

“那时，连医生都不知道重
型地中海贫血症该怎么治，大家
都说这是不治之症。 ”马桂凤回
忆道，自己的大儿子是在 5 个月
大时，因一次发烧，在医院确诊
了重型地中海贫血症。 这是一种
由珠蛋白合成障碍导致的遗传
疾病，虽然可以通过地贫血常规
检查、血红蛋白分析或常见的 23
种地贫基因检测逐级筛查，但仍
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漏检———而
地贫患儿一出生，不仅无法生成
血液，而且无法排铁。 医生说，除
了定期输血， 几乎每天打针排
铁，靠吃药维持生命，别无他法。
也是那一天，听到这个确诊的消
息后，马桂凤抱着孩子从医院哭
到家里。 所有人都劝她放弃孩
子，别耽误了自己的人生，可她
做不到。

“那时候，很多地方都缺乏
地贫临床治疗经验和知识，而排
铁药一盒从一千元到两千元不
等， 我只能抱着儿子四处求医，
有时输血不到一个月， 脸色苍
白、四肢无力、发烧、咳嗽、拉肚
子。 ”马桂凤说。

可久病成医，马桂凤接触越
多地贫知识，越知道不治疗的后
果———“这会导致多种并发症，
一般难以活到成年。 ”马桂凤说，
“那时的我心里很难受， 经济也
支撑不住，但我想，哪怕让儿子
能在世上多活一天，再困难我也
要坚持。 ”

为了救命，马桂凤带着孩子
摆过地摊。 她说：“我觉得只要我
足够努力， 孩子一定有救。 ”彼
时，马桂凤还遇到了外地成年地
贫患者在广州分享自己的“抗
贫”经历，“那时，我们第一次听
到，原来地贫患者可以通过规范
治疗， 健康成长， 融入社会，同
时， 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推动，针
对地贫患者的医疗保障也会越

来越完善”。
这一段经历，在马桂凤心中

埋下了希望的种子，但她不敢对
外说，“说出来有什么用，别人也
了解不了，更帮不上什么忙”。

“我不想提起地贫，更不想
说，为了减少并发症以及‘地贫
面貌的特征’， 每天争分夺秒地
与时间赛跑、续命，只想孩子像
常人一样生活，多活一天，活得
有尊严”。 彼时，孩子父亲选择了
离开，而每个月高达数千元的治
疗费用， 马桂凤一人全背了下
来。 她跟孩子说：“孩子，你没病，
你有什么病呢， 每晚睡觉前，背
上注射泵接受注射，次日清晨拔
了针就去上学， 你没有不一样，
就算去输血， 也只有妈妈知道，
别人不知道。 ”马桂凤说，那段煎
熬，全都是“忍”下来的，“几乎每
天都要打 12 小时针， 每个月不
到 20 天就要输一次血， 每次输
血需要 3～5 个人献的全血，也这
样一天天熬过来了。 ”

有方向，才会有希望

这些年的“抗贫”经历，让马
桂凤愈发意识到———必须有方
向，才能找到希望。

“重型地中海贫血的治疗，
缺不了输血和排铁，两个都是关
键。 但无论是输血还是排铁，都
需要钱。 ”马桂凤说，首先是费用
问题，“当时，所有的东西都没有
医保报销”， 每个月动辄数千元
的治疗费用，令不少家庭陷入了
挣扎。“那时，我也填写了很多资
料，联系政府部门，争取将重型
地贫纳入医保。 ”

值得关注的是，在社会多方
的努力下，2010 年 8 月， 广州将
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门诊治疗纳
入医保，参保人“门特重型 β 地
贫”待遇经市医保经办机构审批
同意后，终身有效。 其参保人可
到本市任一可开展该门特项目
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相关门诊
治疗。

“但纳入医保后，如何治疗也
是问题。”马桂凤回忆道，2011年，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输血的重要
性，血液需求量不断增加，很多地
方都输血困难， 为了解决输血问
题， 自己带着确诊地贫的大儿子
以及 4 岁的小儿子到处奔波，寻
找相关机构协调交流， 争取地贫
患者解决输血的问题， 最终得到
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及大力支
持和帮助，“那时候， 大家找到医
院、血站，相互沟通，其实只要把
情况说清楚， 解释为什么用血量
这么大， 大家就会一起想办法协
调供给， 毕竟大家的初心都是救
人。 ”10年后，又一次因为其他原
因， 地贫患者前往医院输血遇到
困难， 马桂凤又与相关部门沟通
协调， 推动地方医院开设绿色通
道，接收地贫患者及时输血。

“但想推动改变，光靠一个
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2014 年，马
桂凤成立了广州市心连心地贫
服务中心（前身为“广州市荔湾
区地贫服务中心”），联合国内知
名基金会成立救助项目，牵手多
个医疗机构的专家医师，希望为
家长孩子对接公益诊疗资源，普
及地贫预防和规范治疗知识。

她分享道：“部分幸运的患

者，通过我们的服务指导，少走弯
路得到了规范治疗， 从一个月输
血一次延长到 2 个月还不用输
血。 有的岌岌可危需要约 5 万元
切脾手术治疗费， 指导后不再需
要切脾，省了治疗费，还避免了切
脾的痛苦， 我们希望更多患者得
到规范治疗的指导， 像常人一样
生活，少受痛苦，早日康复。 ”

到了 2020 年，因新冠疫情影
响， 线下走访受到不小限制，马
桂凤等人又将阵地转移到线上，
通过微信和 QQ 群开展线上规
范治疗、护理指导服务工作。 在
马桂凤看来，获得希望的人越来
越多，然后又可以将希望传递给
更多人。

给地贫患者建立加油站
是当务之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中
重型地贫患者约 1.5 万人。 而今
年 2 月发布的《中国重型 β-地
中海贫血成人患者疾病经济负
担报告》则显示，42%的患者没有
按时按量输血， 其中 26.5%的患
者曾因血源问题而中断输血。 家

长的痛苦、孩子的疑惑、未来的
迷茫……这些都是地贫家庭的
聊天话题，话题背后，是情绪和
经济的双重负担。

对此，马桂凤颇有感触。“我
也是这样一天天熬过来的，太多
人因为一路以来缺乏支持和陪
伴，经历太多的失望，陷入了悲
观的情绪。 ”马桂凤说，“但我这
些年其实越来越明白，很多事情
不能只靠想，一个个问题，就一
个个解决， 我想让别人看到，以
前我也很难熬，可现在我走出来
了，把孩子养得好好的，这说明
我走的路是对的，很多事情靠医
生，也要靠自己，大部分靠自己，
我们的确能让孩子获得更好的
人生。 ”也是在 2022 年，她成功
争取了第九届广州市社会组织
公益创投资助，并在 9 月走上广
州繁华街头，向路人宣讲抗贫的
故事， 让项目获得更多支持，专
业化、持续化。

今年，“我们要筹集善款，带
动公众参与，为 5000 个地贫患者
家庭提供规范治疗护理指导、培
训，节省治疗费约 1500 元/人；为
5000 个地贫患者家庭提供心理
疏导、精神慰藉等专业服务……
我们希望更多人知道，争取更多
爱心人士、 爱心企业的支持，开
展更多服务。 ”马桂凤说，自己的
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我们希
望结合献血点，在荔湾区打造一
个‘加油站’，针对用血需求，和
血站加强合作，同时，为地贫家
庭提供线下的心理辅导、护理支
持，建立一人一档案，联动志愿
者组织和社工机构，为地贫孩子
和家长提供真正需要的服务。 ”

“要落实这个想法，也意味
着需要更多的场地资源和人力
资源，我们特别希望有更多人看
到这个群体，联系我们，一起为
这个群体搭建更完整的支持体
系。 ”马桂凤说。 （据善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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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以前，我和我的儿子绝对不会站出来说这个病。 ”
马桂凤是广州市心连心地贫服务中心的创始人。 22

年前，她的儿子添宇不过五个月大，却在医院确诊了重型地中海贫血
病。 那时，医生无计可施，说：这是不治之症，无药可救，只能不断输
血，不断打针———这个孩子，已经没有未来可言。也是从那一天起，马
桂凤每天所做的，便是拼尽一切让添宇活下来，活得更有尊严。

解决输血困难、推动医疗保障、普及规范治疗……这一路上，经
历过重重绝望和不知所措，认识了越来越多病友，看到了很多病友错
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实际上，我们一样可以活
得好好的。 ”她愈发意识到，要救孩子，必须成立公益组织，推动当地
重型地贫的治疗水平提升，改变刻板观念。

马桂凤说，心连心地贫服务中心今年发起了南粤贫安公益计划，
并获得第九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 希望为更多孩
子对接诊疗资源，普及规范治疗知识。 刚刚过去的 9 月，在一场线下
劝募活动中， 她和儿子更是主动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们特别希望
被公众看到重型地贫孩子的困难，和我们一起建立‘加油站’，推动精
准服务”。

马桂凤儿子站出来分享自己的故事

心连心地贫中心在义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