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留守到团聚，日子一直很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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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创意企业家集结号活动正式起航
本报讯“有创意、想追梦的年

轻人请赶紧过来”，昨天上午，常州
创意企业家集结号活动正式启航。

此次创意企业家集结号活动
由共青团常州市委、常州日报社、
常州创意产业协会主办，中国常州
网、环球恐龙城承办,旨在搭建常
州创意企业家社交平台，引导常州
广大青年主动创新、积极创意、开
拓创业。
“常州创意企业家集结号”活

动共分为两大主题活动，分别是“一
个人·一个梦想·一个店”常州创意
明星企业家评选和“有创意·想追
梦·就过来”常州青年创意大赛。

“一个人·一个梦想·一个店”
常州创意明星企业家评选时间为
6月6～26日，创意企业的负责人
均可通过定向邀约、社会推选、行
业推选和自行报名参加活动。本次
评选将采用网络展示、投票以及专
家评分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16
位获奖企业家，分别授予“常州创
意企业家金奖”、“常州创意企业
家”单项奖、“常州创意企业家最具
潜力奖”。此外，4名金奖获奖者将
特聘为“青年创意大赛”的创意明
星导师团成员。
“有创意·想追梦·就过来”常

州青年创意大赛的活动时间为 6

月6日～7月15日，有创业梦想
的青年与在校大学生（16～35周
岁）均可报名参与。有意向者需要
向主办方提交创意项目方案计划
书和展示PPT，此活动共分为筛
选、评审、最终评定与指导四个阶
段，最后在4组创意团队中分别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共12名。创意
明星导师团的导师将会与参赛团
队对接并进行指导，针对创意方案
提出意见建议，优化方案。

环球恐龙城迪诺水镇作为主
要扶持方，对优秀方案和创意团队
给予扶持基金或免租、免物业费等
奖励。 !

龚青轩 吕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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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下手术台的医生，来看望了肿瘤患者
本报讯 上期的周末关爱走进了

府成社区，10户贫困家庭的心愿见报
后，社会上陆陆续续赶来捐款的好心
人感动了社区，也让受助家庭连声道
谢。
昨天下午，市102医院肿瘤科的

王医生，刚下了手术台就和同事林武
凡赶到了患有恶性肿瘤的洪国清家看
望。“放宽心，好好养病，如果有什么困
难，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林武凡告诉
记者，目前，他们正在开展救助活动，
针对周末关爱报道的贫困户，会不定
期选择癌症贫困患者，帮其申请免费
生物治疗。

来的许多人中，还有不少留下钱

匆匆就走了，像胡先生、梅先生，还有
一位连姓都不肯留的爱心女士，给贫
困家庭送去了温暖和帮助。两位清潭
小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妈妈一起，带了
超市卡和两份礼品，上门看望了茅留
清夫妇。

一直关注周末关爱的伟星管业负
责人也专门赶到社区，以公司“星福
会”的名义又捐出了3200元现金。

我市50家价格惠民药店自上月
加入“周末关爱”公益联盟以来，一直
以实际行动帮助着困难家庭。这次，就
近的常州市翠竹药店有限公司天目
店，向社区的10户困难家庭爱心捐赠
购药资助券2000元。!

庄英 吴燕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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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关爱年中特别行动———童心特别关爱月

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不仅要经历着生活的贫苦，也忍受着心灵的煎熬，最残酷的是———

世界上最疼他的那个人，不在身边

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有意者请拨打天宁区文教局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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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窘境 心愿

想要一辆山地自行车
想要一套《查理九世》图书
想要一双防水的运动鞋
想要一辆自行车
想要订阅一年的《读者》杂志
想要一台学习机
想送妈妈一件新衣服
想学乐器琵琶
想订阅全年的《意林》杂志
想要一辆自行车

刚见到小A（文中未成年人均化
名），他就甜甜地喊了声“阿姨”，白白
净净的小男孩，特别惹人喜爱。

这么阳光的孩子，你很难想象，他
已经缺失了父爱很久。
2011年除夕，一家人开开心心地

吃年夜饭，爸爸却因为被一口饭噎到
了气管，与小A从此天各一方。那一年，
小A5岁。
在小A模糊的印象里，他只记得自

己那天很早就睡了，爸爸是怎么被救

护车接走的，他一点也不知道。一觉醒
来，只看见爸爸静静地躺在那，怎么喊
也不醒，妈妈跟他说，以后再也见不到
爸爸了。

几年来，妈妈以自己最大的努力
让小A过得开心快乐，但还是很担心孩
子心中的痛。小A的妈妈告诉记者，孩
子以前和爸爸感情很好，但自爸爸去
世，就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提爸爸了，
“也许，是他自动屏蔽了‘爸爸’这个
词。”。

其实，小A只是把最开心的一面都
呈现给了妈妈。偶尔想起爸爸，他也会
偷偷抹眼泪，看看时间差不多到妈妈
回来了，就把眼泪抹抹干，让妈妈回家
只看到他的笑脸。但小孩子的掩饰，怎
么能真的骗过妈妈的眼睛。

知道现在家里只有和妈妈两个
人，妈妈赚钱不容易，好多时候，小A会
懂事地帮妈妈挤好牙膏，再喊妈妈起
床刷牙。还有的时候，他会自己搬张凳
子站在煤气灶前，调点面粉，加些榨菜

火腿肠摊饼给妈妈吃。孩子的眼中，因
为“妈妈赚钱辛苦”，从来不主动让妈
妈买什么，喜欢上的围棋兴趣班，因为
妈妈没时间接送，也主动放弃了。

因为家庭条件困难，拆迁到青龙
苑后，小A和妈妈还住在毛坯房里，懂
事的他希望自己能好好学习，将来孝
顺妈妈，让妈妈住上舒服的房子。当
然，毕竟还是孩子，小A喜欢运动，他现
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拥有一辆山地
自行车。

小B和小A同岁，但刚出生，父母
就离异了。大手牵小手、一边是爸爸一
边是妈妈的那种幸福，小B从来都没有
感受过。
小B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由于爷爷

患脑瘤，身边脱不开人照顾，小B一直
寄养在别人家，直到一周岁时才被奶
奶领回去。由于生活困难，一家人靠低
保生活。

多年前，全家拆迁到青龙，奶奶为

了省钱，在附近找了块荒田，种了些蔬
菜，小B从小就跟着去田里，3岁的时
候，已经会帮着奶奶拔田里的杂草。

家里有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奶奶
不会操作，小B看着爸爸操作过一次，
就会了，从此，他揽下了家里洗衣服的
活。“他总跟我说，奶奶，手洗累，你放
到洗衣机里，我来洗。”

小B很能干，6岁的时候，就会做
饭，还会煎荷包蛋，“没有人教，看着大

人做，就自己摸索着会了。”有一阵，爷
爷住院，奶奶要陪夜，他每天放学回
家，就自己做饭、洗碗，到晚上10点钟，
锁门睡觉。
“一个人在家怕不怕？”
“不怕，我是小小男子汉。”小B的

小身板儿挺得笔直。
小B的心里，还是很依恋妈妈。奶

奶说，生病的时候，他嘴里会一直喊
“妈妈”，可是怎么也盼不来；逢年过

节，也记得比谁清楚，因为总觉得过节
了，就可以看到妈妈了。今年的母亲
节，小B打了电话给妈妈，可惜妈妈没
时间，小B借着电话给妈妈送去了母亲
节祝福。

小B爱看书，也喜欢吃牛排，知道
社会上好心人能帮他实现一个心愿，
小B想了想，还是想要一套《查理九世》
儿童冒险小说，“因为牛排吃完了就没
有了，书可以一直看啊。”

一直到10岁前，小C和两个姐姐还
都是河南信阳的留守儿童，爸爸妈妈
在常州打工，一年见面的次数屈指可
数。直到2011年爷爷去世，奶奶一个人
带3个孩子太吃力，姐弟仨才被接到了
常州，一家人团聚。
为了让孩子接受本地的教育，小C

的父母用多年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
二手房，可是为了省钱，买的二手房又
被转租了出去，房租还够不上一个月

的贷款。一家5口人，目前在阳湖大桥
附近租了两间私房，200块一个月，父
母一间，三个孩子一间，出门上厕所，
都得去公共卫生间。

小C今年五年级，还有两个姐
姐，一个高一，一个初一，全家的收入
就靠爸爸2000多元的工资，妈妈因
为身体不好，大多数时间休息在家。
“我就想着，再苦几年，等孩子一个个
上班了，生活会慢慢好转，抱着这样

的信念，再苦也能挺过去了。”妈妈
说。

日子虽然苦，但小C很懂事，当他
得知能完成一个心愿，最先想到的却
是把老家的路修好。小C也从来不主动
张口问妈妈要买这买那，穿的衣服、鞋
子，都是市场上最便宜的，所以小C最
不喜欢雨雪天，一到那时候，鞋子全浸
湿了，往往要捂着潮湿的鞋袜过上一
天。“要是有一双防水的运动鞋，走路

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
据了解，这次，市妇联一共征集到

了400多名孩子的心愿，目前，还有100
多个心愿没完成，由于版面有限，孩子
们的心愿我们不能一一罗列出来，如
果有市民或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愿意
帮剩下的孩子们完成心愿，可以登录
“淘常州”网上商城的“助贫圆梦”栏
目，点对点认领他们的心愿。

吴燕翎

他才9岁，却自动屏蔽了“爸爸”这个词

懂事的他，3岁就到田里帮奶奶干活，6岁就会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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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福彩中心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常州市价格惠民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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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儿童节后第
一期周末关爱见报的日
子。本报与市妇联携手，
启动周末关爱年中特别
行动———“童心特别关
爱月”活动。本月的4期
周末关爱，我们的主人
公都将是孩子，希望借
助这个充满爱的平台，
给这些家庭困难、从小
就经历生活坎坷的孩子
们送一份迟到的“六一”
礼物。

第一期接受采访的
三个孩子，他们小小年
纪就已经很懂事，有的，
会主动帮爸爸妈妈分担
家务；有的，6岁就学会
了做饭。

江苏慈善奖

周末
关爱

“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B

C

A

学生编号

小A
小B
小C
小D
小E
小F
小G
小H
小I
小J

男，父亲于2011年意外死亡，现由母亲独自抚养，生活比较困难
男，低保家庭，父母离异，爷爷身体多病，父亲无固定工作，由奶奶抚养
男，家里5口人，有姐弟三人，家里仅靠父亲挣钱，母亲身体不好
男，低保家庭，父亲死亡，母亲身体不好，在外打零工
男，低保家庭，父亲为儿童医院临时工并患有风湿骨病，母亲患子宫癌
男，低保家庭父亲糖尿病，高血压，无劳动能力，母亲从事家政服务
女，全家共四口人。父亲是修机器的，妈妈服装厂工人
男，低保家庭，单亲随父，因父亲长期患病休养在家
女，父母离婚，母亲从未支付抚养费，父亲无工作，靠奶奶退休工资生活
男，低保家庭，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无工作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胡先生 500元
郭先生 500元
张岳明 600元
梅先生 1000元
爱心女士 2000元和 5000

元超市卡

伟星星福会 3200元
蒋先生 1000元
刘宸宇 300元超市卡
张莉萍代表翠竹药店

购药资助券2000元

爱心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