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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6楼小女孩独自爬出后窗，随时

会有高坠危险，千钧一发之际，楼下

小伙立即探出身子、找来板凳、踩在

凳子上稳稳地将女孩救下……11

月14日，本报7版刊发了《踩凳子

救女童的好心人找到了！》的报道，

金山小伙袁攀攀救人的故事，迅速

冲上全国热搜，引发各方关注。网

友们在评论中纷纷点赞：“袁攀攀，

好样的！”

昨天，本报联合阿里公益，授予

了他正能量荣誉证书和5000元奖

金。面对这一切，袁攀攀依旧很低

调，他说，作为一名两岁孩子的父

亲，对于孩子的爱护是为人父母的

天性，救人完全是他应该做的。如

果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他仍然会

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热度不减 屡获点赞
“小袁，靠谱！”“没想到，你做了

这么一件大好事啊，该火！”“我刷小

视频，看到你了，太厉害了！给你点

赞！”袁攀攀打开微信，类似的话语

一次次刷屏。自从好心救人的事情

被公众知晓后，袁攀攀在亲朋好友

和同事之间的热度一直不减，成了

大家夸赞的对象。

对此，性格内向的袁攀攀直言

有些受宠若惊。“其实，我一直想低

调地做个小透明，没想到，却‘整’出

了这么大的动静。不仅是公司的领

导和同事，甚至不少客户也会发微

信，说要给我‘实名手动点赞’。其

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事。如果再来

一次，我还是会选择救人。”

袁攀攀说，他一直关心着小女

孩的情况，女孩的家长对他充满感

激，专门制作了锦旗，登门感谢。而

对于网友们的点赞和评论，袁攀攀

不仅仔细阅读，还认真回复。“十分

感谢网友们的关心，这也让我感到，

我们整个社会都充满着向上、向善

的氛围，特别温暖……”

家有小宝 感同身受
出生于1991年的袁攀攀是位

90后。8年前，他来到上海打拼，一

直从事全屋定制和设计方面的工

作。目前，他和妻子育有一个两岁

的儿子，婚姻美满、生活幸福。“所

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为人父母的感

受。我感觉，经过这件事，自己也长

大了……”

在采访中，袁攀攀不止一次地告

诉记者，有了宝宝后，他从“大男孩”

渐渐地成长为“大男人”，明白了父亲

的责任。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被人

善待。就是这份感同身受，打消了所

有的迟疑，给了他救人的勇气。

做好公益 帮助他人
昨天上午，袁攀攀接到“阿里公

益”打来的电话。经本报推荐，他获

评“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奖”，颁奖

词这样写道：4岁女孩被困6楼窗

外，生死一线之际，他徒手爬出窗

台，踩凳登高救人。惊险的举动不

禁让人捏一把汗，他却举重若轻、义

无反顾，一句“我年轻，应该我上”，

是义不容辞的担当，更是非我莫属

的勇气。人如其名，关键时刻，挺身

而出，攀援救人，袁攀攀，你是平凡

人，更是真英雄！

在拿到证书和奖金后，袁攀攀

说：“非常感谢！这既是对我的肯

定，也是社会对帮助邻里、热心救人

行为的认同与赞许，我希望，有更多

人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挺身

而出帮一把。”袁攀攀表示，他将继

续做好公益，会力所能及地帮助别

人，用自己的能力和爱心，去感染

身边更多的人。 本报记者 徐驰

相关链接

天天正能量平台是阿里巴巴公益

联合新民晚报在内的全国150多家主

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知名公益平台，以

“传播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宗旨，通

过奖励小而美的凡人善举，唤醒人心，

激励善行，推动社会向善向暖。自

2013年至今，“天天正能量”累计已投

入公益金9900多万元，有上万名各

行各业的基层群众获奖。

原价1万多元的“加拿

大鹅”（CANADA GOOSE）

羽绒服，微店里的“厂商直供

价”只要500余元？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其

中猫腻。更可疑的是，所有衣

物都需通过私信客服在微店

才能下单，在知名网络电商平

台上只是“挂羊头卖狗肉”。

记者今天从上海警方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静安公安

分局日前全链条破获一起制

售假冒知名品牌服装案，摧

毁生产流水线2条、查获假

冒国际知名品牌服装2万余

件，涉案金额总计3000余万

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

陈某、王某等18人已被警方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22年8月底，有市民到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静安

寺派出所报警，自称在知名

网络电商平台上通过客服介

绍，在指定微店以正价0.5折

的价格购买了一件“加拿大

鹅”羽绒服。到货后，市民发

现衣物做工粗糙且有异味，

认为买到了假货，于是报警。

静安警方根据市民报警

线索，对涉案网店开展调查

排摸，发现均价万元以上的

“加拿大鹅”羽绒服、冲锋衣，

在这家网店的零售价格都在

300至500余元之间。一旦

有顾客咨询购买，网店客服

会以各种理由诱导消费者添

加微信号，然后通过微店等

渠道售卖。

店家明确表示可以提供

礼盒、鉴定书以及海关证明等收据和

凭证，但警方通过专业机构对购入服

装进行检验后，发现均为假冒商品。

在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指导

下，静安分局经侦支队、静安寺派出所

和曹家渡派出所成立专案组，多次赴

外省市开展侦查，锁定了制假服装的

代工厂。今年9月8日，上海静安警方

集中收网，抓获以肖某为首的3名犯

罪嫌疑人，查获假冒服饰

2000余件、假冒注册商标

2000余个、半成品3000余

件。经初步审讯，该厂生产

的假冒服装主要供货给同省

市的“张老板”。

为实施全链条打击，警

方循线追查，迅速查明一个

以张某为首的销售假冒国际

知名品牌服装的犯罪团伙。

9月22日，专案组兵分

三路，先后在外省市市郊的

一处服装加工厂和商业区的

两处销售、仓储窝点开展抓

捕。先后抓获包括张某在内

的团伙成员15名，摧毁生产

流水线2条，查获假冒国际

知名品牌服装2万余件、假

冒注册商标5000余个、制假

原材料和半成品 5000余

件。经初步估算，涉案金额

总计3000余万元。

据张某交代，2020年起，

他组建了一支由12名亲戚朋

友组成的售假“团队”，负责

销售、打包、发货等工作。他

以低价购得假冒品牌的商标

及服装原材料后，交由朋友

陈某和王某的制假工厂加

工，制作成品服装销售。后

来又结识了服装代工厂老板

肖某，就以同样方式将部分服

装订单交由肖某工厂代工。

2021年10月起，为将假

冒产品伪装成正品售卖，张

某在知名电商平台上注册网

店，同步在微信中开设微店，

通过在朋友圈、网店内打上

“私信客服获取厂商直供价”

等广告，将客源引流至微店，进行点对

点交易，躲避知名电商平台监管。

警方提醒

网购商品要通过正规渠道，切勿

相信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对于假

冒伪劣商品线索，请及时向市场监管

部门与公安机关举报。

本报记者 潘高峰 特约通讯员 李辉

9月19日，一辆救护车载着

一个特殊重症者，飞驰数千里，

历经24小时，护送到新华医院皮

肤病中心。这个14岁的孩子全

身皮肤呈“炭烤”状，同时伴有

40.3℃高热。新华医院皮肤病中

心牵头多学科诊治，历经64天

的合力救治，终于让这个少年皮

肤创面大部分恢复。11月22

日，他焕然一新地踏上回程。

快速诊断
据家人介绍，孩子起病

时，皮肤出现红斑丘疹鳞屑，

10天后迅速发展为全身性坏

死、溃疡、渗出、黑褐色结痂，

浑身焦黑，如同被“炭烤”过一

样，家人不忍目睹。救护车赶

到医院后，新华医院皮肤科主

任姚志荣教授当即紧急查房，

经过仔细的病史询问与查体

后，诊断他患有“发热性溃疡坏

死性急性痘疮样苔藓样糠疹”，

后续进行针对性检查也证实了

这一诊断。

随后，作为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上海市重中之重重点学科，

新华医院皮肤病中心迅速组成

了医疗团队，全力投入救治。

急性痘疮样苔藓样糠疹，是

一种少见的原因不明的红斑鳞

屑性皮肤病。病程长短不一，很

少伴有全身症状，皮损愈后少数

留有浅表瘢痕。但发热溃疡坏

死性急性痘疮样苔藓样糠疹

（FUMHD）是其中的一种罕见重

症型，病情进展迅速，皮损泛发

以坏死溃疡为主，且伴有高热、

头痛、腹痛、贫血、低蛋白血症、

肝功能异常等全身症状，可危及

生命。该病少见，且尚未发现统

一的对所有患者都有效的治疗

方案。

学科接力
治疗的过程一波三折，患者

此前已经接受大剂量激素系统

治疗，入院后先后接受了新型生

物制剂与靶向小分子药物抗肿

瘤坏死因子单抗、JAK抑制剂抗

炎以及甲氨蝶呤免疫抑制治疗,

丙种球蛋白及白蛋白等支持治

疗以及抗感染等治疗，但病情仍

有发展，患儿高热不退，并伴有

幻觉、昏睡等系统症状。血液检

测提示多型炎症因子水平仍极

高，并肝功能等内脏脏器功能异

常，提示“炎症风暴”形成，患者

随时有生命危险。

同时，由于皮肤破溃坏死导

致皮肤屏障受损，蛋白体液流

失，加上免疫抑制药物的副作

用，病原体入侵至血液，患者又

合并了脓毒血症，深部真菌感

染。但此时炎症风暴尚未控制，

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不能突然减

量，否则将加重感染的风险。炎

症和感染，两种治疗方案有矛

盾，却又都危及生命的疾病，同

时出现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就

非常考验医师的应变处置能力。

结合新华医院肾内科、血液

科、药学部、小儿消化营养科、小

儿急危重症医学科多学科会诊意

见后，姚志荣教授决定采用血浆

置换+CRRT血液净化治疗来控制

该病的炎症风暴对全身组织的损

伤。该方案需要在重症监护室的

密切监护下进行，患儿遂转入医

院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进一步

治疗。在儿急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朱晓东教授、副主任朱月钮副主

任医师连续3周的团队接力诊治

下，患儿炎症因子明显下降，感染

控制，热峰逐渐下降，病情稳定好

转。患儿得以从PICU转回皮肤

科病房继续治疗。

在新华医院皮肤科团队及

ICU团队的精准选择最优方案、

护理团队精心照护下，经过2个

多月的治疗后，患儿皮疹基本全

部消退，皮肤创面大部分恢复，

整体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安心踏

上返乡之路。

医生提醒

此类疾病的患者应尽早诊

断、及时住院治疗，并注意坏死

溃疡皮肤的护理、监测感染及早

期合理选择系统药物治疗等，这

些都对其预后有很大帮助。

本报记者 左妍

踩凳子救女童的袁攀攀获奖了

“再来一次，我还会选择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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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全身如“炭烤”
千里飞驰求治疗
新华医院皮肤病中心牵头多学科

花2个多月诊治危重罕见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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