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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插上一双隐形的翅膀，
自体脐带血助力“慢天使”重新翱翔天空

脑瘫，医学名称为“脑性瘫
痪”，患儿因脑损伤或发育缺陷
而姿势异常、运动障碍，被称为

“慢天使“。脑瘫(cerebral palsy)
是指出生前到生后1个月内各种
原因所引起的脑损伤或发育缺
陷所致的运动障碍及姿势异常，
主要表现为中枢性运动障碍、肌
张力异常、姿势及反射异常。我
国大概一年新增脑瘫婴儿4万多
人，而现在多达300种现有治疗
办法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但是，
脐带血为慢天使们的重生带来
了希望

“慢天使”终于能独立行走了

悦悦(化名)出生时因缺氧、
缺血性脑损伤，最终诊断为重度
脑瘫。同时悦悦还属于混合型脑
瘫，咀嚼吞咽功能和语言功能较
差，语言上也明显落后于同龄小
孩，说话也不利索。在肢体动作
上，简单的肢体动作还可以，但
是还是不能独立走路。

悦悦的父母在得知自体脐
带血对于脑瘫患儿的病症有所
改善后，便立即前往深圳儿童医
院进行相关检查。经过前期的检
查，于2018年9月30日，山东省脐

血库的工作人员将悦悦的脐带
血送至医院，悦悦顺利进行了自
体脐带血回输。

在2019年3月的回访中，悦悦
在肢体运动方面有了很大的改
善！悦悦之前是无法独立行走
的，现在悦悦可以独立走路，站
姿也直了。在言语上，悦悦可以
说短句子了，并且可以进行正常
的沟通，你问我答，简单的对话
目前已经没有问题。

悦悦的父母对此表示非常
欣喜。

表情和情绪

终于重新回到他的脸上

潮州男孩宣宣(化名)，4个月
大时，他就被诊断为“神经运动
发育迟缓”。一直以来，宣宣家人
从未放弃过治疗，电疗、水疗、认
知课等康复治疗没停过，但都没
有明显效果。正当全家人陷入无
措时，吴女士听到有临床研究用
干细胞治疗脑瘫，而且广东省妇
幼保健院已经在开展脐血治疗
脑瘫的项目，怀着最后的期盼，
宣宣参加了项目。

2019年2月，宣宣成功进行了
自体脐血回输。在输完脐血后的

第四天，惊喜开始出现——— 宣宣
脚部弯曲已有改善，牵扶着走时
已经不弯曲了，坐起来更有力；治
疗后3个月，宣宣可以搀扶着走路
了，走得比以前直；目前，宣宣的
认知能力改善，不再一直呆滞，明
显活泼，有了自己的表情和情绪，
他甚至可以听懂简单的指令，比
如“把苹果给妈妈”。“只要他能走
路，开口能叫一声‘妈妈’或“爸
爸”，就什么都值了！”吴女士说。

脐带血治疗脑瘫的

研究正在蓬勃发展

近年来美国、韩国等多个国
家开展脐血治疗脑瘫临床试验，
取得了喜人成果，自体脐血治疗
脑瘫逐渐被业界认为是临床新
趋势。

世界首例脐带血移植专家-
---美国杜克大学儿童移植中心
及罗伯特森细胞治疗临床转化
中心首席专家Joanne Kurtzberg
教授主持的多项临床研究显示，
脐血可以促进脑部神经元的修
护，足量的自体脐血输注能够促
进脑瘫患儿运动功能恢复。

韩国汉阳大学Lee Young-
Ho教授通过对输注静脉自体脐

血6个月以上的脑瘫儿童脑的疗
效的结果评估表明，自体脐血输
注安全可行，对脑瘫患儿有益。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和韩国汉阳
大学联合开展的《自体脐血治疗
脑瘫》临床科研项目，目前已为
12例脑瘫患儿进行自体脐血输
注，其中有4例患儿完成评估，在
输注脐血半年之内运动、认知功
能明显改善。

揭开脐带血的治疗脑瘫的机制

对于小儿脑瘫，运动疗法、
电疗、按摩、热疗、手术、药物等，
因为不能改变脑损伤的结构破
坏，只能一定程度上缓解肌肉痉
挛或者促进运动能力发育，部分
纠 正 异 常 运 动 模 式 。J o a n n e
Kurtzberg教授指出，研究中发
现，患儿在输注自体脐血，能够
促进脑瘫患儿运动功能恢复，治
疗一年后，患儿平均比预期提升
了30%的运动功能。200例自体脐
血回输的缺血性脑病治疗二期临
床试验里，美国6所医院的随机对
照研究证实，70%婴幼儿患者对治
疗有反应。她与团队通过动物试
验发现，脑性瘫痪，可见仪器显示
下绿色的神经元细胞凋亡，而动

物自体脐血的回输，显示有单核
细胞进入到脑损伤处，可能是分
泌出细胞因子等物质，促进新生
并保护了神经元细胞。

脐带血在治疗脑瘫这类疾
病中相比其他传统治疗方式发
挥出了非常有效作用。在未来，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脐带血带
给我们的惊喜也会越来越多。而
在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
识到脐带血存储的重要性。

脐带血之所以有着无穷大
的潜能，是因为脐带血中含有丰
富的造血干细胞，被誉为“生命
的火种”。经过研究证实，脐带血
除了可医治脑瘫等神经系统疾
病外，围绕着脐带血的研究还有
治疗粘多糖症、糖尿病、阿尔茨
海默症等多种疾病。脐带血真可
谓是宝贵的生物资源，储存脐带
血将是对孩子和家人健康的一
种可靠的保障。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时间的推
移，我们相信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在脑瘫治疗中的应用还可以更加
完善，它的更多的作用和价值将
会逐渐被挖掘，通过优化治疗策
略、结合其他新技术，让脑瘫患儿
们完全获得康复重新回归社会，
将不再是只是一种想象。

“真得好好感谢您，学校发给
我的助学金到位了！”10月18日，临
清魏湾镇政府机关干部殷现太接
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殷艳娜打
来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殷现太
心头悬着的一颗石头落了地，打
心里也由衷地为这个圆梦大学的
姑娘感到高兴。

原来，担任张牌村包村干部
兼村里5户贫困户帮扶责任人的
殷现太，自2018年5月帮包贫困户
殷其海家。殷其海7年前遭遇车
祸，花光了积蓄，负债累累。生活

不能自理，家中有两个孩子正在
上学，其中一名即将面临高考。孩
子面临着辍学的危险。殷现太了
解情况后，立即到学校鼓励孩子
专心读书，并立下生活费有困难
由他全权负责的许诺。

殷现太向殷齐海及家属贾淑
红讲解了发展特色种植的脱贫思
路，得到了他们的认同，种植大蒜
2 . 5亩，喜获丰收，纯收入达到1 . 6
万元，仅大蒜收入这一项就让该
户4口人全部达到了脱贫标准。贾
淑红在殷现太的引荐下，去饭店

打零工，零星时间在家加工橡皮
泥，彻底摆脱了贫困。殷艳娜也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殷现太
协助殷艳娜申请了助学贷款，国
庆假期又帮助他开具贫困户证
明，学校发放助学金4400元，才出
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在张牌村通过种植大蒜脱贫
致富的贫困户占据全村半数以
上，现在的张牌村已经形成了家
家种植大蒜的特色产业，依托肖
庄村的大蒜市场，实现了产业助
农脱贫的目标。

帮扶路上心系冷暖道义在肩

广平乡重视扶贫队伍扶贫业
务能力的提升，通过每周两次专题
培训会及时将扶贫相关的政策要求
传递给扶贫帮包干部和扶贫专干，

确保将政策落实到位。广平乡开展
工作前，要求扶贫办先主动对接上
级各部门，将所有的政策以及所需
资料、程序摸清摸透，逐项详细地讲

解给扶贫干部，然后扶贫干部将其
转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落实，全
乡帮包干部和扶贫专干成为了扶贫
工作的行家里手。 (魏晨阳)

聊城开发区广平乡：让更多人成为扶贫工作的专家

今年以来，蒋官屯街道不断
完善帮包、走访和监督等扶贫工
作机制，进一步明晰帮扶责任人
帮扶责任，切实帮助贫困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走访中，街道、村帮

扶责任人通过集中入户走访帮
扶，切实做到“四看、八问、两帮”。

“四看”，即看吃穿、看环境卫生、
看身体状况、看房屋和饮水安全；

“八问”，即问就医、问就学、问生

产、问务工收入、问致富意愿、问
政策落实、问生活困难、问工作满
意度；“两帮”，即力所能及帮助贫
困户解决实际困难、帮助其树立
生活信心。 (贾伶玲)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强化政策落实

近来，广平乡积极安排部署
《到户帮扶工作手册》填写工作。
为便于掌握贫困户享受的各种脱
贫措施，确保贫困户能够及时了

解国家帮扶举措，使每个贫困户
在脱贫路上不掉队。根据上级安
排，积极部署《贫困户帮扶措施手
册》的填写工作，根据手册上列举

的种种措施，对照所帮包贫困户
一一对应，查看是否存在应享未
享的情况，确保国家政策落到实
处。 (刘大伟)

聊城开发区广平乡积极安排部署《到户帮扶工作手册》的填写

按照省市安排，开发区根据
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做好2019年度专项扶贫资金
绩效评价工作。开发区扶贫办、财

政局对2019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的使用管理过程及其效果进行
综合性评价，围绕资金投入、拨
付、监管、使用成效等环节查找资

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有针对性加以整改，切实发挥扶
贫资金保障功能，确保全面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

聊城开发区做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为加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掌握资金使
用情况，近日，市财政局评审中
心对该区2 0 1 8年金融扶贫贷款

贴息资金进行绩效评价。通过
此次评价，清楚了该区在项目
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
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短板，为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金融扶贫贷款
贴息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率和扶贫效益打下坚实基
础。

聊城开发区做好金融扶贫贷款贴息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近日，开发区广平乡组织
帮包干部利用三天的时间到贫
困户家中再次入户核查2019年
收入统计情况的准确性和行业
政策落实情况。帮包干部对照
扶贫之窗、帮扶手册和帮扶记
录本，认真细致地开展检查核

实工作，对于出现问题的帮包
干部均积极与社区联系，将情
况反映到乡扶贫办，扶贫办及
时做出回应并采取措施，制作
新的扶贫之窗，全区脱贫质量
进一步提升。

(周厚盈)

聊城开发区广平乡持续落实扶贫政策

自从今年贫困户双提升工
作开展以来，开发区广平乡贫
困户李立峰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配合村委会、社区工作人
员，在近一周的时间，将家中收
拾出来，家中环境焕然一新。这
得益于广平乡开展的双提升卫

生大比拼活动，活动开始以来，
帮包干部和扶贫专干从细微入
手，帮助贫困群众打扫卫生，并
以考核积分兑现奖励，激发贫
困户内生动力，做到了门前、院
内、厕所、厨房、屋内、个人卫生
等“六净”。 (林琳)

聊城开发区广平乡开展贫困户卫生大比拼活动

广平乡2019年在扎实开展
精准扶贫、确保贫困户“两不愁
三保障”及饮水安全不出问题
的同时，重点落实贫困户生活
环境、居住环境“双提升”工作。
创新性地在村子里成立了扶贫
志愿者工作队，帮助贫困群众
提升生活居住环境，整理院落。

广平乡胡明宇村“两委”组织志
愿者工作队帮助该村特困供养
户李金江打扫室内外卫生，并
为其铺设了院内小路。李金江
表示多亏了党的扶贫政策，让
他们过上了稳定温饱幸福的好
日子。

(郭代伟)

聊城开发区广平乡温暖贫困群众心窝

茌平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李光带队到区委统战部“双
联共建”帮扶村——— 茌平振兴
街道米庄村走访慰问，给困难
群众带去了食用油、大米、面粉
等生活用品，询问他们在生活、
家庭等方面遇到的问题，积极
宣传扶贫政策，鼓励他们坚定
信心，勇敢面对困难，早日摘掉

贫困的帽子，尽快过上美好幸
福的新生活。

开展了机关干部“献爱心、
送温暖”捐赠活动，动员和号召
机关干部共同关心、支持、参与
扶贫活动，活动过程中广大干
部职工积极参与，并将所捐赠
物品统一送至爱心众筹品台，
为贫困群众提供了爱心物品。

茌平区委统战部走访慰问贫困群众

为全力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战，迎接扶贫工作督导检查，茌平
区信发街道针对近期督查解刨区
县乡镇时的内容进行详细解析，
对照解刨问题找差距，认真整改
抓好落实，扎实开展扶贫迎检准

备工作。
街道通过召开领导班子会

议、扶贫工作会议、村级扶贫专干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全区脱贫攻
坚工作会议精神，对本辖区的精
准扶贫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压

实。及时完善好各项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相关台账资料，准确的掌
握每一户贫困户的信息，确保数
据精准并保证真实可靠不假不
虚。

(吴汉)

茌平区信发街道：迎接扶贫工作督导检查

茌平区温陈街道积极做好脱贫攻坚迎检工作

为做好脱贫攻坚迎检工
作，大力促进精准扶贫工作上
水平，温陈街道高度重视，迅速
安排部署，采取有力措施，近
日，在全街道范围内掀起迎检
备考“大走访”活动高潮。

各帮扶责任人深入到各
自帮扶的贫困户家中，严格
按照检查标准进行自查，重

点查看贫困户室内外环境卫
生和家具配置情况、帮扶之
窗 与 帮 扶 手 册 内 容 是 否 一
致、住房保障情况、饮水安全
保障情况、特惠保险政策知
晓情况及是否存在有住院未
报销情况、健康和医保情况
等，对于走访中发现的问题
坚持立整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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