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安排，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
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对其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
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括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益已转让的事实。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下
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业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6年 8月 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利息及其相关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以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21-60402914 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宣化路 300号华宁国际北塔 2303室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经理 电话：0571-87974639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 398号国投大厦八楼

公 告 清 单 （单位：人民币元）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主债务人）
贷款本金

（截至 2016.8.31）
合同编号 担保人名称（次债务人）

1 上海晟鑫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6,989,284.17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01120120号 上海盈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郑群、连高云、陈金晖、郑江
惠

2 上海辉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0,724,444.58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19号 徐宗玉、上海银广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华瑞
3 上海竞哲钢铁有限公司 9,609,843.35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50号 徐庆强、上海银广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华瑞

4 上海茂日实业有限公司 14,766,494.92 (2012)沪银承字第 731421124106号 上海钢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钢市市场股份
有限公司、周华瑞

5 上海美康钢铁有限公司 7,371,864.1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56号 上海泰和信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许芳银、周春康

6 上海盟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079,075.83 （2012）沪承字第 731421124044号 上海钢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钢市市场股份
有限公司、周华瑞、肖文斌、肖文敏

7 上海宁淞钢铁发展有限公司 3,400,419.68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89号 陈昇、徐伦珍、上海银广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华瑞
8 上海鹏景钢铁发展有限公司 10,751,309.61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18号 陈妙成、上海银广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华瑞

9 上海企旷物资有限公司 4,085,038.40 （2012）沪银承字第 731421124105号 上海钢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钢市市场股份
有限公司、周华瑞、张陈平、叶建盛

10 上海强效贸易有限公司 11,205,094.44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22号 林志雄、上海银广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华瑞
11 上海融恒实业有限公司 7,466,957.99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64号 上海泰和信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燕、周春康
12 上海首联商贸有限公司 9,636,747.38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49号 秦文标、上海银广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华瑞
13 上海顺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681,490.41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20号 李漳、上海银广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华瑞
14 上海拓浩实业有限公司 6,398,401.53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47号 林鸽、上海银广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华瑞

15 上海万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1)沪银贷字第 731421110080号 上海钢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钢市市场股份
有限公司、周华瑞、刘惠、刘位彬

16 上海轩力贸易有限公司 15,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61号 上海钢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钢市市场股份
有限公司、周华瑞、叶宝炎、周清平

17 上海英磊贸易有限公司 7,015,395.71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29号 上海泰和信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赖金团、周春康
18 上海誉闽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8,018,325.86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30号 上海泰和信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石贤辉、周春康

19 上海元澜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108号 上海钢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钢市市场股份
有限公司、周华瑞、陈若澜、张孙建

20 上海振周钢铁有限公司 10,751,766.3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21号 叶周华、上海银广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华瑞
21 上海周宏实业有限公司 7,074,402.59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32号 上海泰和信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春康、章高颂
22 上海乾屯实业有限公司 6,207,807.9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11120098号 上海瑞银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陈仕太、阮春青
23 上海益同商贸有限公司 6,212,224.85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1112066号 上海瑞银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林成辉、郑成友
24 上海泽涛实业有限公司 6,204,095.38 (2011)沪银贷字第 731411110056号 上海瑞银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林成辉、郑成友

25 上海岑地物资有限公司 19,797,750.58
(2012) 沪银承字第 731351124016-01G号；
【(2012)沪银承字第 731351124016号】

上海杉江钢铁物资有限公司、嘉兴市天湖经贸有限公司、
杨如彦、叶凤花

26 上海程逸实业有限公司 15,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41120028号 上海拓春贸易有限公司、宋兴玉、周涤生
27 上海奉钱实业有限公司 15,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41120027号 上海拓春贸易有限公司、詹仙平、谢虽英
28 上海磊银物资有限公司 11,921,330.88 （2011）沪银承字第 731131114073号 吴木清、叶婷婷

29 上海奔潮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26,154,717.31

（2011） 沪银承字第 731171114555-01号；
（2011） 沪银承字第 731171114555-02号；
（2011） 沪银承字第 731171114555-03号；
（2011） 沪银承字第 731171114555-04号；
【（2011）沪银承字第 731171114555；（2012）
沪银承字第 731171124118号】

贺伟峰、黄月华

30 上海常洪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7,659,582.47

（2012） 沪银承字第 731171124132-03号；
（2012） 沪银承字第 731171124132-04号；
（2012） 沪银承字第 731171124132-05号；
（2012） 沪银承字第 731171124132-06号；
（2012） 沪银承字第 731171124132-07号；
【（2012）沪银承字第 731171124132号】

施家豪、陈雪云

31 上海东侯经贸有限公司 14,566,360.93 （2012）沪银承字第 731171124009号 郑端、缪剑云

32 上海谷钢物贸有限公司 14,970,000.00
(2012) 沪银贷字第 73117112070号；【(2012)
沪银贷字第 731171120152号】

陈月枚、肖建华、上海华闽物资有限公司、上海泰和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

33
上海来昌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15,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171120159号 上海浩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奔潮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黄平昌、陶爱梅、黄仕德

34 上海起通实业有限公司 15,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171120153号 上海泰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华闽物资有限公司、肖
石燕、肖妙芳、肖石彬

35 上海瑞望实业有限公司 23,174,706.29
（2011） 沪银承字第 731171114435-02 号；
（2011） 沪银承字第 731171114435-03 号；
【（2011）沪银承字第 731171114435号；】

叶茂

36 上海兴周物资有限公司 15,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171120151号 上海泰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齐兴经贸有限公司、肖
石燕、肖妙芳、肖钦文、叶宁宁

37
上海盈腾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15,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171120109号 施家亮、上海常洪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闽榕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

38 上海丰周钢铁有限公司 6,894,900.38 （2012）沪银贷字第 731421120072号
阙清慧、上海银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郑维维、上海经和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郑玉清、上海顺章实业有限公司、彭柳
英、上海宇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李珺

39 上海电宝贸易有限公司 4,466,569.49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41120298号 上海亚英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张佛全、黄雪珍
40 上海尊亚实业有限公司 4,464,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41120299号 上海亚英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张佛全、黄雪珍

41
上海科皇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3,496,815.68 (2012)沪银贷字第 731201120165号 上海中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袁林乐、郑慧霞、孙鼎鸿、于

诗茵

42
上海康融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3,497,087.74 (2012)沪银贷字第 731201120166号 上海中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孙鼎鸿、于诗茵、王炜、李秋

菊
43 上海浩章贸易有限公司 3,493,466.18 (2012)沪银贷字第 731201120164号 上海中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孙鼎鸿、于诗茵、陈林斌
44 上海增合物资有限公司 4,199,906.00 (2013)沪银贷字第 731201130016号 孙鼎鸿、于诗茵、杨春凯、上海中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45 上海闽潮实业有限公司 4,199,428.08 (2013)沪银贷字第 731201130022号 上海中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孙鼎鸿、于诗茵、孙作长、孙
银珍

46 上海唐金商贸有限公司 5,599,896.63 (2013)沪银贷字第 731201130014号 上海中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孙鼎鸿、于诗茵、于和青、于
福金

47
上海巩丰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1,550,762.57 2011沪银贷字第 731201110175号 上海中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孙鼎鸿

48 上海金忱实业有限公司 4,193,788.14 2011沪银贷字第 731201110172号 上海中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孙鼎鸿
49 上海伯武实业有限公司 3,541,826.3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201120134号 上海中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孙鼎鸿、于诗茵、江源

50 上海润昊实业有限公司 3,495,659.32 (2012)沪银贷字第 731201120161号 陈怀金、王玉梅、上海中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孙鼎鸿、于
诗茵

51
上海鸿企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8,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31120066号

上海龙泾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祜领贸易有限
公司、上海耀洲钢材有限公司、上海易展工贸有限公司、叶
海洲、郑求珠、叶锦洲、叶建荣

52 上海祜领贸易有限公司 8,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31120067号
上海龙泾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耀洲钢材有限
公司、上海鸿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易展工贸有限公
司、叶海洲、叶锦洲

53 上海易展工贸有限公司 7,997,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31120068号
上海龙泾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耀洲钢材有限
公司、上海鸿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叶海洲、郑求珠、上海
祜领贸易有限公司、叶锦洲、叶建荣

54 上海耀洲钢材有限公司 8,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31120069号
上海龙泾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鸿企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易展工贸有限公司、上海祜领贸易有限公
司、叶海洲、叶锦洲

55 上海政烨建材有限公司 8,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31120088号 上海龙泾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舜钢贸易有限
公司、上海锐骑工贸有限公司、叶海洲、叶锦洲、叶建荣

56 上海锐骑工贸有限公司 7,997,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31120089号
上海龙泾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叶锦洲、叶建荣、叶
海洲、郑求珠、上海舜钢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政烨建材有限
公司

57 上海舜钢贸易有限公司 7,997,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31120090号
熊海林、上海锐骑工贸有限公司、上海政烨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龙泾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叶锦洲，叶建荣、叶
海洲、郑求珠

58 上海贝纯贸易有限公司 7,997,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31120091号
周超才、上海肖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浩川贸易有限
公司、上海亿轶建材有限公司、上海龙泾钢材市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叶锦洲，叶建荣、叶海洲、郑求珠

59 上海亿轶建材有限公司 8,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31120094号
上海龙泾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贝纯贸易有限
公司、上海浩川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肖杨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叶海洲、叶锦洲

60 上海冠轩贸易有限公司 6,950,000.00 (2013)沪银贷字第 731331130068号
上海龙臣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睿昌实业有限公司、叶雪琴、
李后平、黄穗平、黄家桂、周振珍、郑康伦、陈祎、李伟宁、上
海锦穗物资有限公司

61 上海睿昌实业有限公司 7,055,213.6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31120115号 郑康伦、陈祎、叶雪琴、李后平、黄穗平、上海龙臣实业有限
公司、上海锦穗物资有限公司、上海冠轩贸易有限公司

62
上海宁戈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 8,964,965.97

(2012) 沪银贷字第 731171120054号；（2012）
沪银贷字第 731171130007号 上海曹安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周培建、林媛

63 上海品钢实业有限公司 6,990,471.25 (2012)沪银贷字第 731171120068号 上海大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兴旺、郑清香

64
上海耀达冶金材料有限
公司 5,995,380.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171120172号 上海大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兴旺、郑清香、李葵清、赵

观达

65 上海天亨物资有限公司 6,996,535.0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171120169号 上海大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兴旺、郑清香、孙柳清、刘
志先

66
上海欣中铁贸易有限公
司 6,950,000.00 (2013)沪银贷字第 731171130024号 上海亚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彭玉枝、郑为松、杨爱国、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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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上海舜丰实业有限公司 4,122,906.49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21120010号 上海神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李青方、阮娟、吴骏、缪亚琛
69 上海穆泉实业有限公司 2,868,474.25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21120117号 上海银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缪瑞侠、林柳、郑鸣

70
上海敏金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 6,991,016.67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21120128号 连高云、上海盈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郑群

71 上海鑫樽实业有限公司 3,480,000.00 (2013)沪银贷字第 731321130027号 上海神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李青方、阮娟、潘惠凯、刘永
玉

72
上海维罗那岗石发展有
限公司 2,330,543.10 (2011)沪银贷字第 731381110064号

上海元易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林永斌、官秀萍、官后伟、
罗玉莲、上海永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永斌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

合计 618,472,546.28

■本报记者 陈海翔

与刘娟一样，骨科病房中还有许多身患骨肉瘤的患者，但他们依旧积极面对生

活。 图为小患者将亲手画的素描画像赠与蔡郑东。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供图）

■本报记者 陈青 李晨琰
通讯员 金平

医院里的温情故事 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非遗”

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覆盖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记者李
晨琰）施氏十二字养生功防治颈椎病、易

筋经防治骨骼肌减少症、 董氏指压法治

疗婴儿吐乳症……昨天举行的第八届

“文汇中医药文化讲堂”传出消息，截至

目前，上海已形成 24 项基层中医药适宜

技术，覆盖全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简、便、验、廉”的方法让大批百姓获益。

古老中医药走到今天 ， 生命力依

旧， 本次讲堂就以 “古老针灸在当代的

生命力” 为主题展开。 作为上海近代中

医流派 “杨氏针灸” 继承人和上海市名

中医工作室继承人， 岳阳医院针灸科副

主任医师李昌植于 2008 年被选为穆罕

默迪亚医疗队队长， 率队到非洲摩洛哥

进行为期两年的援摩工作。 令他振奋的

是， 传统中医药尤其是针灸， 在当地的

人气很高。 “曾有一位摩洛哥的农村老

人步行一天， 在医院下班后才赶到针灸

中心， 就为了获得我们的针灸治疗。 这

天治疗结束后， 老人激动得不知如何表

达， 就用摩洛哥的最高礼遇回报———深

深亲吻了我的手， 我很受触动。”

走出国门 、 赢得口碑的中医药技

术， 更要让家门口的老百姓获益。 第二

位讲者、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

院中医针推伤科主任吴耀持介绍， 经多

年努力， 目前上海市基层中医药适宜技

术已推广到全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这些适宜技术针对社区居民的常见

病与多发病， 具有 “安全系数高、 临床

疗效确切、 操作简单、 易学易用、 均次

费用低廉” 等特点， 不少还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相关成果， 有很高的卫生经济

效价比， 深受社区居民欢迎。

在传统中医药宝库中， 针灸的威力

尤其不容小觑。第三位讲者、岳阳医院院

长周嘉分享道：针刺麻醉已重新“回归”

临床， 在参与心脏外科等相关手术的过

程中，让不少患者获益。 “对大剂量药物

过敏患者、 先天性气道狭窄无法行常规

气管插管等患者， 针刺麻醉让他们获得

了手术治疗的机会。”周嘉介绍，今年，经

针药复合应用， 该医院已成功开展心脏

冠脉介入术、 房颤射频消融术等多台涉

及心脏的手术。 与同期常规全麻心脏手

术临床数据相比， 针药符合麻醉减少了

70%麻药用量，提高了对脏器的保护，减

少了并发症，也由此降低了医疗费用。

本次讲堂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上

海市中医药管理局、 上海中医药大学、

文汇报社联合主办。

武磊包揽金球金靴两大奖项

中超颁奖礼昨晚进行，上港队成为最大赢家

2018 年中超颁奖典礼昨晚在海口

举行， 本赛季勇夺联赛冠军的上海上港

队成为最大赢家———在广州恒大统治这

片舞台长达七年之后， 终于有一支球队

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上港全队在颁奖礼

上捧起了象征中超最高荣誉的 “火神

杯”； 作为上港队的核心球员， 武磊更

是包揽最佳射手 （金靴 ） 和最佳球员

（金球） 两大奖项， 并携手胡尔克、 奥

斯卡和颜骏凌入选最佳阵容。

当武磊从恩师徐根宝手中接下金靴

奖杯时， 此前连续五年荣膺最佳本土射

手的他以一段自嘲作为开场白： “今年

奖杯终于变样了 ， ‘土 ’ 没了 ， 变成

‘金’ 的了。” 就在去年的颁奖礼上， 徐

根宝曾在向武磊颁出最佳本土射手奖时

调侃弟子， “你连续五年都是本土最佳

射手， 你说你是不是命理是土。”

武磊表示， 之前从没想到自己能进

27 个球， 更不敢想有一天能拿中超最

佳射手， “中超的外援现在真的越来越

强， 都是世界级选手，其实去年 20 个进

球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的发挥了。 所以这

个赛季我觉得非常圆满，球队拿了冠军，

然后自己拿了金靴还有金球。 从现在开

始，我需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国家队

作出更多的贡献，先打好亚洲杯，再去冲

击世界杯。 ”值得一提的是，同时斩获金

球奖的武磊成为了 2007 赛季以来第一

位当选最佳球员的中国球员。

武磊觉得圆满， 但徐根宝立即给弟

子树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 “再过三年

也就是 2021 年， 是决定我们中国足球

能不能进军卡塔尔世界杯的一年。 我希

望到了那一年 ， 你能再次完成我的愿

望， 帮助中国足球打入世界杯， 那样的

话， 你将达到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

在其余重要奖项评选中，鲁能队金敬

道当选最受欢迎本土球员，江苏苏宁当红

小将黄紫昌获得最佳新人奖，最佳教练奖

归属鲁能队主帅李霄鹏。最佳阵容 11 人

分别为：门将颜骏凌，后卫冯潇霆、张琳

芃、李学鹏、王彤，中场奥斯卡、金敬道、

保利尼奥、黄紫昌，前锋胡尔克、武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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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好心人的捐助留给病友弟妹们
骨肉瘤伴随肺转移治疗八年，年轻的她最后嘱托———

“蔡主任，听说上海外滩的夜景特

别美，您能拍一张给我看看嘛？ ”在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蔡郑东的

微信中，至今保留着这样一段对话。

作为一种好发于青少年时期的常

见恶性肿瘤， 骨肉瘤在 20 岁以下患

者中的发病率约为百万分之二。 由于

疾病的特殊性， 病患常常需要接受长

时间的治疗。

长时间的接触下， 医生与病患常

常成了朋友 。 然而骨肉瘤治愈率不

高， 对于医生们来说， 让一群刚刚形

成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的孩子直

面死亡， 令人于心不忍。

“孩子们时常触动着我们内心最

柔软的部分 。 ” 蔡郑东告诉记者 ，

“我们不能仅用医学知识治疗疾病 ，

而要设身处地理解病患。”

“来晚了 ”的病人也要
给她生的希望

与蔡郑东微信对话的那一头， 是

一位名叫刘娟 （化名） 的女孩， 时间

却永远定格在半年前。

出生时便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刘娟

“幸运地” 被养父母收养， 虽然家在

江西偏远山区， 但养父母对她很好。

然而幸福的时光没过多久， 就在吹灭

17 岁生日蜡烛后不久 ， 刘娟感觉关

节周围常有间歇性疼痛， 严重时甚至

需要服用止疼药才能缓解。

江西医疗条件相对落后， 当地医

生对于骨肿瘤知之甚少。 后又辗转国

内多家医院， 得到的回复基本上都是

“无法治疗”。 刘娟的身体每况愈下，

她甚至开始扳着手指头计算自己剩下

的时光。

多方打探之下， 家人经朋友介绍

找到了蔡郑东。 可惜此时已耽误了近

一年， 刘娟的情况并不乐观。

“当时她找到我的时候， 骨肉瘤

已经伴随肺转移了。” 蔡郑东摇了摇

头， 骨关节疼痛、 肿块和运动障碍，

被认为是骨肿瘤、 尤其是骨肉瘤的主

要早期症状 ， 但骨肉瘤通常发病隐

匿， 由于这一时期青少年的骨骼快速

生长， 疼痛很容易被误诊为生长痛， 或

被当作一般性的关节炎、 扭伤等， 以致

错失最佳治疗时机。

蔡郑东告诉记者， 骨肉瘤恶性程度

高、 发展迅速， 如未经正规治疗， 半年

至一年内肿瘤就会发生肺转移。 而由于

公众普遍缺乏对骨肉瘤的认识， 大部分

病人确诊时已为中期以上， 20%的病人

甚至已是发生转移的晚期。

在市一医院骨科门诊， 像刘娟这样

的病患还有很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门

诊与医生初次相遇时， 已能清楚预见自

己的未来。可蔡郑东却说，哪怕只是多活

一天，医生也要给他们以生的希望。

陆续治疗八年 ， 她像健
康女孩一样美丽

“医生， 我是不是没得治了？” 按

照以往就医的经验， 刘娟平淡地问。 在

她看来 ， 这次看病也不过是 “例行公

事” 罢了。

蔡郑东在仔细查阅病历资料后， 郑

重地告诉她： “能治！” 在听到回答的

那一瞬间， 刘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 ， 家人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希望 。 很

快， 喜悦又被内心的阴霾所取代， “蔡

主任， 治疗费用很贵吧？”

“先住院吧， 费用的问题我们一起

想办法。” 蔡郑东很坚持， 他从不做没

把握的手术。 考虑到刘娟的家庭环境，

在进行术前检查的同时， 他请示医院根

据特殊情况适当减免病人医疗费用。

一切安排妥当后， 他又和麻醉科、

输血科 、 术后监护室医师详细分析病

例， 预判术中、 术后可能出现的情况。

蔡郑东带领骨科团队对照着 CT 片、 模

型反复斟酌手术方案。 在他看来， 面对

救死扶伤这份试卷， 即便是 99 分也是

不及格， 因为 “疾病不会给医生下一次

改正的机会”。

术后第二天， 当刘娟睁开眼睛， 第

一个看到的便是蔡郑东。 接着， 她看到

了一旁哭泣的父母， 命还在！

治疗、 放疗、 手术……就这样， 刘

娟与第一人民医院骨科结下了不解之

缘。 “女孩子很活泼也很乐观。” 骨科

副主任医师华莹奇回忆， 刘娟经常发朋

友圈记录自己的心情 ， 有高兴也有烦

恼， 却总能看到她积极生活的一面。

服用抗肿瘤药物会改变皮肤与容

貌， 很多年轻女孩无法接受， 但刘娟

依旧喜欢自拍。 “她像健康女孩一样

美丽， 年轻的生命总是美丽的。” 华

莹奇说。

陆续治疗了八年 ， 最终病魔还

是带走了她。 不到 30 岁的年龄， 生

命之花枯萎了 ， 但对于骨肉瘤伴随

肺转移的患者来说 ， 八年的生存期

已然不易。

这位善良的姑娘， 临终前的最大

心事却是病房中同样被病魔折磨的年

轻病友们， “要将好心人捐助的钱，

留给弟弟妹妹们。” 这是刘娟最后的

嘱托。

教科书上 “最短的章
节”，也许更需要我

工作中， 蔡郑东发现， 骨肿瘤患

者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孩子。

由于家庭条件差， 很多孩子没有得到

及时治疗， 导致预后极差， 严重影响

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令他们的人生和

家庭蒙上了巨大阴影。

在蔡郑东的努力下 ， 2014 年 ，

上海市宋庆龄基金会与市一医院合作

设立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公济青

少年骨癌公益基金”。

最近， 蔡郑东团队一项用于治疗

骨肉瘤的技术专利成功转让给一家医

药企业 ， 医院为鼓励创新而奖给他

20 万奖金 ， 他悉数捐给了宋庆龄基

金会。

在骨肿瘤治疗这条道路上走过漫

长岁月， 蔡郑东依旧能回忆起当年放

弃发展势头较好的肝胆外科、 心脏外

科， 而选择开始骨肿瘤诊疗的那段人

生转折。 他说： “外科教科书上论述

骨肿瘤的章节篇幅最短， 而且是最后

一章， 我想， 也许这一章节需要做的

工作会更多。”

尽管骨肿瘤的治疗研究依旧缓

慢， 但毕竟还是显露出些许生机。 以

往 ， 发生转移的患者基本活不过一

年， 而现在经过综合治疗， 即使是晚

期患者， 许多人生存期也能超过一年

甚至更长， 像刘娟这样长期存活的患

者正在变多。 对于蔡郑东和他的团队

来说， 这已足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