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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现在越来越多的白领早早身陷颈椎病的困
扰。上海沐阳医院骨科专家指出，人的颈椎像体内
其他器官一样，会随着服务期限增加不断老化，其
发生发展过程往往较长，极易为人们忽视。随着年
龄增长，人的颈椎会因为一些原因受损，磨损日益
增加，颈椎就会发生关节处软骨减少、骨质增生等
变化，专家称之为“退行性病变”。颈椎病常见的临
床表现有颈部不适，头晕，头痛，上肢麻木，视觉障
碍，肩部酸痛胀痛，背部肌肉发紧、发僵等。
上海沐阳医院骨科采用低温等离子消融术治

疗颈椎病，该技术利用 89:;"摄氏度的低温等离
子刀头，使髓核细胞裂解为简单的碳水化合物和
氧化物，实现对椎间髓核的消融，并能使髓核中胶
原蛋白分子螺旋结构链接发生改变，打断组织中
大分子的肽键，使蛋白体积变小，形成等离子消融
孔道，消融面积大，达到内压降低，突出部位消融
或回纳，减少对神经根或脊髓的压力，达到治疗目
的，该技术具有创伤轻微，术后即可下床活动，安
全性高，疗效好等显著优点。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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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月 !"日上午，在太仓一家发电厂车
间工作的钱师傅，不慎被重达 $""吨的发
电机座滚落砸中，四肢损伤、手臂桡骨从断
处穿出暴露在外并伴有大面积出血，钱师
傅当场昏迷不醒。在当地医院急救期间，钱
师傅血压已无法测得，左腕、左小腿大部离
断、右手桡侧半断裂、右母趾粉碎骨折，医
院当即向家属开出病危通知书，钱师傅的
生命危在旦夕。

考虑到病人病情严重，并伴有多处骨
折，当地医院迅速与市六医院取得联系，要
求转院治疗。当天下午，病人被送入市六医
院急诊处后，医生立刻展开抢救。先后输血
&个单位，尽力平稳生命体征。随后，骨科修
复重建亚学科柴益民主任在仔细检查病人
伤情后，制定了再植保肢方案。为确保尽快
手术，柴益民协同急诊修复重建的孙鲁源
主治医师、薛剑峰主治医师、刘生和医师一
起为钱师傅进行手术。经过 <小时的努力，
钱师傅左手左腿顺利成活，现如今功能已
恢复了 ;"=:%9=，近日即可出院。

柴益民主任表示，针对发生肢体损伤
情况时，第一要务就是要进行止血处理，外
露的伤口则要用干净的纱布进行覆盖，若
有散落的肢体，最好能进行低温保存。他认
为，骨折甚至于开放性骨折并不可怕，但由

于事故地发生造成肢体
肌肉、血管、神经损伤却
往往会带来肌肉坏死、截
肢等恶劣的后果，尤其是
挤压伤，肌肉、血管的坏
死非常严重，修复重建较
为困难。因此，对于医院
而言，修复重建是有着系
统化要求的，因为肢体损
伤涉及骨头、血管、神经、皮肤等多重组织，
骨头复原后，对于伤口的清洗、血管的对
接、肌肉皮肤的修复就变得非常重要，尤其
是血管的对接，一点点细微的对接错位就
会形成血管堵塞，从而造成肢体坏死。柴益
民主任指出，肢体损伤后的八小时内是修
复重建的黄金时间，若过了这一时段，断落
的肢体往往已经腐坏，即便修复也往往无
法恢复功能，及时就医、及时修复重建就变
得非常重要了。

今年，市六医院骨科修复重建亚学科
在贾伟平院长和骨科张长青主任的大力支
持下，开设了急诊修复重建组，为第一时间
救治和护理断肢断指病人争取了时间。许
多江浙地区的工厂、企业都把该科诊疗作
为首要之选。图为柴益民主任!中"正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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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

柴益民#市六医院骨科行政副主任#主

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 上海

市创伤骨科临床医学中心行政副主任#上

海市急性创伤急救中心副主任# 修复重建

外科行政主任$ 现为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

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

委员$ 他从事创伤骨科%手外科和显微外科

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多年#在四肢复杂性骨与

关节损伤!重点&肩%肘关节"的手术治疗%骨

不连或骨缺损的手术治疗%复杂性断指!肢"

再植及组织块离断的再植%手功能重建

及肢体复杂组织缺损的显微外科修复

方面取得较大成绩$ 他先后获得'全国

卫生系统青年岗位能手(及'全国卫生

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 ! ! !大家应该还记得电影《非诚勿扰 !》中孙红
雷饰演的李香山，最终由于脚背上的那个黑色
素瘤要了命，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
日肿瘤医院吴江宏医师进行了一次恶性黑色素
瘤的科普知识讲座，对该病做了一次系统的讲
解和普及。恶性黑色素瘤简称恶黑，好发生于白
色人种，澳大利亚昆士兰是该病的高发区。在中
国该病的发病率较低，但近年来该病的发病率
正逐年提升，主要原因在于患者对恶黑认识不
足，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
据吴江宏介绍，通俗的判断恶黑的方法是

以“怪”为信号，如果皮肤表面的黑痣有变大变
痒、出血等现象就应该及时前去医院做相关检
查，这样可以有效地在早期根治恶黑，达到最佳
的治疗效果。恶黑的病因主要有三方面：一、紫
外线照射，这是最主要的病因；二、结构不良痣
突变；三、机械性摩擦导致，此病因为亚洲恶黑
患者多见病因。所以避免紫外线照射尤其重要，
夏日出门防晒措施一定要做好。

皮肤恶黑在中国患者身上的发病部位主
要是足底，足底发病人数占总发病人数的
89=。肿瘤医院近四十年来收治皮肤恶黑患者
近 ;99例，而其中 !999年至 !99&年间收治患
者就达到了 ><?例，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吴江宏强调恶黑与个人的免疫力有很大关系，
罕见情况下有自动消退的可能。对于易摩擦部
位黑痣应引起足够重视，如果是发生在手掌、脚

掌、腰围、腋窝、腹股沟、肩胛等容易摩擦
受损的位置，或者是出现恶变倾向，那时
需要尽快手术切除的。如果发现痣出现
了变化，不要反复触摸和挤压，应尽快找
医生诊断。 （实习生 朱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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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上海沐阳医院骨科专家团队，
采用当下最先进的“德国超微创椎间孔镜
技术”，为饱受腰椎间盘突出疾病折磨 $"

余年的何先生成功施术。
常年看病妻子选择离去

据了解，何先生常年在建筑工地上干
劳力活，$"年前一次劳作时，腰部严重扭
伤，紧接着，腰骶部疼痛开始发作，尤以久
坐、弯腰、用力排便时症状明显，疼痛感还
涉及双侧臀部、双侧大腿、双小腿后外侧
等。后经过当地一家医院诊断，被告知是
腰椎间盘突出，之后何先生东奔西走看
病，效果一直很不理想，妻子更是不辞而
别，留下年幼的孩子和疾病缠身的何先生
相依为命。

反复发作备受疼痛折磨

迫于生活压力，何先生又开始了工地

打工的生活。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腰
椎间盘突出这种疾病最忌劳累、忌干重活
等，如有不慎，很可能会加重病情。不幸的
是，几年后，何先生在工地上使用重力的
过程中，再次被腰部巨大的疼痛所击倒。
这次，他来到当地医院，进行了手术，花费
了五万多块，几年来辛苦打工赚来的钱为
自己腰椎间盘突出埋了单，使何先生不敢
再出外打工，只好在家务农。

椎间孔镜完美狙击“腰突”

一个月前，何先生的腰椎间盘病痛症
状又开始发作，并且逐渐加重。其亲友经
多方打听，获悉上海沐阳医院引进的“德
国超微创椎间孔镜技术”，专业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

来到该院之后，何先生谨遵医嘱，接
受了微创治疗。术后他说，这次微创手术

不仅直接让他告别了疼痛的折磨，而且更
让他挺起了腰板，重新迎接新的生活。

上海沐阳医院骨科专家介绍，德国超
微创椎间孔镜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以
其创伤更小、恢复更快、更安全等优势受
到医界的热捧，为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带来
康复曙光，在业界更是享有颈、腰椎间盘
突出不开刀、微创治疗“金标准”的美誉。

相关链接：

上海沐阳医院是沪上乃至全国最早

开展微创技术的骨科医院之一。医院坚持

“绿色、人文”的原则，运用微创技术为诸

多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减轻了痛苦，特别是

我院的“德国超微创椎间孔镜技术”，具有

可视化、高精准、创口小、出血少、愈合快、

住院时间短等优势。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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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好腰椎间盘突出，挺起腰板做人

! ! ! ! %月 $>日，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院长唐镇生，脑
外科专家、癫痫病专家张天锡、张广霁、陈道莅、陈文
琴、张雪明对甘肃省玉门市 $<岁男孩潘慧的“癫痫
病”治疗方案、安徽省凤阳县 8岁男孩吴子健的“不
能言语及双耳听力障碍”的治疗方案和上海闵行区 %

岁女孩姚涵“右侧侧脑室扩大、脑发育不全”的治疗
方案进行了会诊，并逐个提出了治疗和手术方案。因
为这三位患者都是未成年人，本着对患者高度负责
的态度，蓝十字医院让国内一流的专家团队，为患者
的病情把关，使患者的病能及时、有效地得到治疗。

“蓝十字”专家会诊解疑难

! ! ! !自古以来，美是人们所追求的东
西之一。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天生丽
质，然而并非人人都是美若天仙，因
此，美容一词进入了人类世界。美容
业自上世纪 %"年代发展至今，目前
分为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什么叫生
活美容呢？国家商务部 !""8年年底
颁布实施的《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
法》中明确指出：生活美容是指运用
手法技术、器械设备并借助化妆、美
容护肤等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人体表
面无创伤性、非侵入性的皮肤清洁、
皮肤保养、化妆修饰等服务的经营性
行为。它主要包括：美容知识咨询与
指导、皮肤护理、化妆修饰、形象设计
和美体等服务项目。

如今，美容院似乎也成为街上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不少

鱼目混珠的情况，因此，消费者的举
报投诉也就显得源源不断。根据消
费者的投诉情况来看，目前生活美
容的问题主要出在：美容服务质量
日益下降，由于目前美容院数量颇
多，许多美容院未办理卫生许可证
就开始营业，同时，美容专业技能人
才和美容经营管理人才相对缺乏、
美容化妆品泛滥导致化妆品质量降
低，使得美容服务质量日益下降；美
容行业信誉不够，目前虚假广告、假
冒广告比比皆是，这必然损害了美
容行业的信誉；借生活美容的名义

开展医疗美容，生活美容和医学美
容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美容，未
经有关部门的同意，任何美容院都
不得擅自进行医学美容服务项目，
然而，由于广大爱美者的需求日趋
增多，很多美容院都私下开展涉及
医疗美容的项目（如：开双眼皮、隆
胸、纹身、纹眉、纹唇、光子嫩肤、针
灸减肥等），但医疗美容与生活美容
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美容项目，如果
在美容院里进行医疗美容，必然导
致许多纠纷及事故发生，甚至引起
“毁容”。

消费者在选择美容院时应注意
些什么呢？$6选择持有效《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的美容院进行美容服
务；!6确认自己需要做的美容项目是
属于生活美容还是医疗美容；>6选择
持有效健康证的美容师进行美容服
务，健康证的有效期限为一年；86确
定美容间内是否空气清新，有良好
的新风排风设施；?6选择干净无污的
美容床进行美容服务；<6确定美容师
使用的美容工具是否进行过彻底消
毒，如药物、消毒柜消毒；;6确定自己
所使用的毛巾是否进行过彻底消

毒，如药物、高温、消毒柜消毒；%6美
容师在进行美容时必须穿工作服、
戴口罩和手套。

目前，我区的美容服务业正在
飞速发展，生活美容更是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我区内持有效《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的美容院共 ?";间，但
在我们的日常监管中发现有不少消
费者被虚假广告误导在生活美容场
所内进行医疗美容。完善生活美容
市场不仅需要我们卫生监督所加强
监管力度，更需要每个消费者提高
认识，不要去那些无资质的场所进
行美容服务。美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但我们不能盲目的追求，我们要有
目的有要求的追求，才能确确实实
地达到美容的效果。

!徐汇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生活美容”勿让广告弄花眼

六院“修复重建”远近闻名
八小时内手术极为关键

! ! ! ! $!>?<阳光计生热线是上海人口和计生
部门面向公众服务的统一公益热线，在上海
计生所医院开通后，迄今为止共接到咨询电
话 ?"""多个，解决包括避孕节育、优生优育、
科学育儿、性与生殖健康等各方面问题。
前些天的一个电话，令咨询师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极度忧虑、紧张的老者的声音，她的
儿子曾经患有小三阳，现已治愈，儿媳有抗

体，如今都打了乙肝疫苗。因为儿子 !个月后
要出国，所以老者希望小夫妻能在这 !个月
内怀孕，但害怕儿子之前的病症会传染给胎
儿，于是到处咨询。接到电话后，咨询师从优
生优育的角度建议：需要做规范的孕前检查
等等。第二天，咨询师又与这位老者进行了联
系，把细节、潜在的危害分析给她听，帮她理
清思路。最后，老者决定等儿子出国回来后，

再考虑孩子的事情。类似的电话，该院的咨询
室还接到过很多，例如询问月经不调、询问不
孕、询问人工流产后是否会影响生育等问题，
咨询师们都一一耐心解答、正确引导。整个咨
询团队都是医学专业毕业，经验丰富。,-./0
服务热线!免费"每周一至周五

1!23",4!33

#

医院性质&国有非营利%医保定点)级别&

二级专科)荣誉&全国妇联巾帼文明岗%上海

市巾帼文明岗)专病专科&优生优育%不孕不

育症% 多囊卵巢综合症% 孕前孕期营养咨询

等 ) 医 院 总 机 &

!"#!$$!!

) 咨 询 热 线 &

!"%""!"&

%

!"#!!'('

)地址&斜土路
&#&%

号$

“12356热线”照亮他与她
上海计生所医院———

更 正

（上接百姓生活
"$

、
"8

版中缝）

生活频道

介绍所：中山南二路
777弄2号楼底楼（近
东安路）
4、徐汇区嘉川职业

介绍所：嘉川路111号
（近老沪闵路）

应聘以上岗位请登
录上海公共招聘 网
（http://jobs.12333sh.
gov.cn），按相应岗位编
号查询，咨询电话：
54977700-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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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医院志

愿者招募

近 日

龙 华 医 院

招 募 医 务

志愿者 !凡

年 龄
$%

岁"

<?

岁 !

具 有 奉 献

精神 #团队

精神!具有从事志愿者

所要求的身体条件和

服务能力! 遵纪守法!

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

能力者 ! 皆可报名参

加$志愿者将参与门诊

导医 %病房探访 #专病

主题小组活动#其他特

色志愿活动等服务活

动&

报名方式!联系人!

陆金玲 ' 联系电话 !

<8>%?;""(>!!"

%

$%&$;

;<>!;$

'

' ()*+,

!

,3@@5!

1A23BC)*+,67B)

' 地址!

宛平南路
;!?

号 (医务

社工部)'邮编!

!999>!

$

市六医院活动安排

讲座时间 !

%

月
>9

日周二下午
$8

*

99

"""

$<

*

99

讲座主题!糖尿病

患者如何保护自己的

眼睛

主讲嘉宾!贾丽丽!

眼科副主任医师

讲座地址! 宜山路

<99

号市六医院门诊十

五楼宣教室

肿瘤医院活动安排

讲座时间 *

%

月
>$

日(周三)上午
&

*

99

讲座地址! 东安路

!;9

号肿瘤医院门诊
8

楼 第四诊区

讲课主题! 胃癌的

防治

主讲嘉宾 ! 万怡

冰 ! 胃及软组织外科

护师

讲座时间!

&

月
8

日

(周日)

%

*

>9

"""

$!-99

讲座主题!如何尽

早发现及诊断淋巴瘤'

化疗期间毒副作用的

防范

主讲嘉宾!平波!病

理科'刘晓健!肿瘤内科

讲座地址* 东安路
!;9

号肿瘤医院
>

号楼
>

楼

大报告厅

预约电话*

$>%$<!%

!%!>

!孙慧老师&

! ! ! !

本报
%

月
!!

日+百

姓生活,健康养生 -版

+轻松治疗 快速治愈-

一文第二段应为 .林女

士因一直忙于工作没有

考虑怀孕生子的事!现

在已经
>?

岁了!非常希

望有个孩子陪在身边/!

特此更正&

徐汇报编辑部

徐汇报·百姓生活
!9$$

年
%

月
!&

日 本版编辑 崔司亮
'()*+,-7.+5+,+*012/365367003爱 心 传 递

5" 6"$ 7)85$ 9"

! ! ! !! 8月 $日，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
区分会牵头，上海诚盛太好百货有限公司出
资为龙华小学的外来务工、农民工家庭孩子
献上爱心，送上了崭新的书包和学习用品。

! ?月 <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
分会、徐汇区教育局团工委等机构在上海市
第四中学联合主办法律普及进学校活动。本
次活动隶属于“伙伴计划”，由上海海事大学
衡星学术团承办，目的在于通过开展公益性
的法律援助活动，帮助学生们提高法律意识。

! ?月 $9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周剑
萍理事长前往徐汇区斜土社区调研“大肠癌
社区早期筛查及预防宣传活动”运作情况。本
次大肠癌筛查及预防宣传活动得到了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的指导，面向斜土社区 ?9(;?岁
户籍人群开展免费筛查及教育宣传活动，预
计可使 !万人受益。

! ?月 !!日，在徐汇区“我是 &9秀”学
生达人秀决赛活动现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徐汇区分会秘书长杨志杭、共青团徐汇区委
书记金伟红为“徐汇区学生公益社团孵化基
地”揭牌。该基地的成立标志着徐汇区开始着
力培育青年公益人才，建立更广泛的公益人
才队伍。

! ?月 !8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
区分会在上海市位育中学举行“生命源泉”肾
脏知识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将覆盖全市 $万
名高中学生，通过发放健康宣传册、招募学生
社团开展长期志愿者活动等形式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健康观念、保护肾脏，进一步降低肾

脏疾病的发生率。在学生群体中开展肾脏专
题健康宣传活动，目前在全市范围内尚属首
次。

! <月 $日，徐汇区上中路幼儿园、徐
汇区田林路第一小学、可爱秀服饰（上海）有
限公司分别举行义卖和捐赠活动，旨在帮助
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

! <月 !9日，徐汇区委组织部、社会工
作党委、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分会举办
上海恒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丹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定向捐助徐汇区困难
党员仪式。为纪念建党 &9周年，积极彰显民
营企业社会责任，上海玖久建筑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下属的恒基、丹利公司决定在“七一”
前，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分会捐赠 !9

万元人民币，定向用于捐助全区有 ?9年党龄
的老党员、困难党员。

! <月 !$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
区分会会同上海徐汇区汇平爱心服务社、徐
汇区救助事务管理中心赴浙江宁波镇海联合
举办为期三天的“慈善的本源与意义”专题培
训班。各街道、镇社会救助所负责人、慈善工
作站管理人员以及各高校慈善工作站站长参
加了本次培训，培训中分会开展了慈善“四
进”工作的探讨，对慈善进楼组的工作内容深
入地交换了意见，与会人员通过培训统一了
工作方法，形成了发展指导意见。徐汇区民政
局副局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分会秘
书长杨志杭，徐汇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倪轶
栋出席了本次培训活动。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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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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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分会工作内容

!9$$

年
8(<

月资助情况汇总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分会

!9$$

年慈善捐款光荣榜（二）

捐款单位 捐款金额 捐款单位 捐款金额

个人及募捐箱捐款（62990.7元）

（8月 $日(<月 >9日）

序号

$

!

>

8

?

<

;

%

&

$9

$$

$!

$>

$8

慈善项目或受助单位

节日助困（五一）
交大研究生“掌上明珠”资助项
目———资助困难学生春节回乡路
费
日常助困
天使之翼慈善基金资助儿科医院
先天性畸形病童矫正手术
徐家汇商城集团定向助困
独生子女困难家庭扶助
田林社区困难学生助学春节联欢
助困活动

其他各类定向助困

困难学生助学

上海浦东新区民办联营小学民工
学生助学

田林街道困难学生助学

市会解放日报结对助学及基金助
学
慈善助医（!9$9年下半年医疗费
用）(!9$9年慈善医疗卡 $!!9张
受助单位
（$）资助武夷山镇余惠贞希望小
学购买设备
（!）印制生命源泉基金宣传笔记
本及宣传片
（>）斜土社区大肠癌筛选项目
（8）资助星雨自闭症儿童画展

（?）资助博爱儿童康健园

（<）资助大别山希望小学学习用
品及照相机
（;）资助凌云阳光之家
（%）购买电脑配件用于资助困难
学校
（&）资助云南盈江地震灾区（通过
市会）
（$9）资助旱灾地区（通过市会）
（$$）资助洪涝灾害地区（通过市
会）

资助名额

（人次）

?9

?9

?

$

&&

!

<8

>

$9

$!

;

>

资助金额

（元）

$99999

?9999

!?999

$9999

>?;99

>999

89999

&>&9

!9999

>!99

$>?99

8?99

!8!98969&

!?9999

!>9%&$

!99999

;9%89

?9999

>9$9&6$%

<99

?!?

;89

?99

?99

$>&$9>?6!;

备注

上海港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捐赠

上海港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捐赠
徐家汇商圈义卖捐款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捐赠

教育后勤工作站筹备中的关
爱基金
上海市西派埃自动化技术工
程有限公司及徐金杨、余莉、
陆建华、黄佳俊捐赠
华理大商学院学友亲子活动
捐款
上海好饰家建材园艺超市有
限公司 %999元；上海市群众
艺术馆 $?99元；上海查尔斯
电子有限公司 !999元；上海
送变电工程公司 !999元

上海美罗城文化娱乐有限公
司捐赠

生命源泉(龙华寺专项基金

市会公益项目第一笔费用

金冬化工（上海）有限公司捐
赠
世外中学等爱心单位和个人
捐赠
赵敏辉捐赠

资助金额总计

慈善一日捐（18124.4元）

赈灾捐款（1740元）

单位捐款（679323.18）

上海汇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中学

徐汇区平江路幼儿园

上海美罗城文化娱乐有限公

司

上海恒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徐汇支行

上海巧帛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一小学

义卖捐款

中共上海好饰家建材园艺超

市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上海市徐汇区吴中路幼儿园

义卖捐款

徐汇区果果幼儿园

上海送变电工程公司

龙华第二幼儿园

招行宜山支行

上海翔力印务有限公司

世外中学

高雯（盈江地震）

徐汇区第二社会福利院康荷

莲（干旱）

桂步青、张学明

徐金杨

张义鸿

王先生

李滨

林社伟

邓先嫣

赵敏辉

顾霄雷

张黎

任佳娜

薛金龙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手拉

手D我们共同成长”校友亲子

活动募捐箱款

上海市徐汇区社会组织促进

会（社会组织在行动募捐箱

款）

%<>"4""

$<8$4>"

!&&4""

!?""""4""

$"""""4""

8""""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上海城开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吴中路小学

广州国际电子大厦有限公司

上海丹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

上海中学国际部小学段

中国银行徐汇支行

上海缘源实业公司

徐汇区上海幼儿园

上海查尔斯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龙山幼儿园大班部

城开大厦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学士第

十二、十三党支部和慈善义工队

漕河泾街道青年社工第一团支

部（盈江地震）

徐汇区第二社会福利院康荷莲

（洪涝）

林地生

住远鹏飞

宋晓婧

龚女士

黄伟莉

钱文婷

章俊文

王思成

蔡小峰

爱心人士

华晶

崔益刚

>月 !%日:8月 !日星雨自闭症

儿童画展募捐箱捐款

8:<

月捐款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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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捐款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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