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有意者请联系戚大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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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

需要学费，医药费

需要一些医药费

需要一些医药费

需要一些医药费

需要一些医药费

需要一些医药费

需要一些医药费

需要一些医药费

需要一些生活费

需要一些医药费

姓名

钱 胜

孙 正

孙大毛

洑林娣

沈鹤青

陈金度

周建平

王红宝

陈银娣

汪树华

生活窘境

脑溢血，生活不能自理，两个孩子读书

无收入，靠子女补贴，85岁，患病，长期服药

患尿毒症，需长期血透

患帕金森病，经常住院，需长期服药

夫妻2人全患癌症，需长期治疗服药

身患多种癌症，妻子农保收入低

夫妻2人身患癌症

低保，患病

低保，患精神分裂症，需长期服药

夫妻2人患肝炎，需经常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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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谈必行 版式 星羽 校对 徐余温暖常州!周末关爱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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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徐乾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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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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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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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洁"陆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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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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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谢先生 米两袋"油一瓶

黄一鸣等
'

人 米六袋#油十二瓶

好心阿姨 米一袋"油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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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伟星管业星福会
,-))

元

恒泰药店
')))

元购药券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精神
和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部署，从2014年8月1日起在全市启动企业年度报告公示，截
止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外资企业为2014年10月31日）。凡2013年12月31
日前（含12月31日）经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各级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的各类企
业，须在此期间登录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官网（www.czgsj.gov.cn）首页“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公示。个体工商户一并参照进行。
特此公告。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年度企业年度报告公示的公告

常州朗润置业有限公司向我局
申请，拟对常州朗诗新北绿郡二期
（局部深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许可变更。经审查，符合相关要求，
请该项目相关利害关系人到河海街
道公示栏、项目现场、售楼中心或登
录常州市规划局新北分局网站（网
址 http://www.xbup.gov.cn）查
看常州朗诗新北绿郡二期（局部深
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变
更批前公示图，公示时间为2014年
8月 5日起至 2014年 8月 14日
止，公示期间如有意见或建议可向
我局行使陈述申辩权。

常州市规划局新北分局
2014年8月5日

公 告

39岁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生活不能自理，一双10来岁的儿女做起了“护工”。
11岁的女儿作文中写道———

“我真的太累了！但我必须什么都扛着……”
急难救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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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描述：突发脑

溢血后生活不能自理 $

治病花了近五十万 $二

次手术的数万费用尚没

有着落%妻子没有工作$

一双儿女小学在读&

这个暑假，钱家的姐
弟俩过得很不一般。中午
12点半，将爸爸搀扶到
床上休息后，11岁的姐
姐和 9岁的弟弟，开始忙
着写作业。爸爸午休的两
个小时，姐弟俩才有了属
于自己的时间，很短，却
不敢浪费。

去年11月，一家顶梁
柱的爸爸钱胜，突发脑溢
血，昏迷25天后捡回一
命，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江苏慈善奖

周末
关爱

“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

常州晚报

常州市慈善总会钟楼区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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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难求助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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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心愿全完成
“谢谢社会上的好心人，10个心愿都完成了。”

花园一社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上期周末关爱共收
到爱心捐款4700元，以及2000元购药券、米油若
干。

10户困难家庭有的是因病致贫，有的是社区
内的孤残老人，这些家庭都离不开药，为此，恒泰医
药捐献了2000元购药券，希望能帮这些家庭减轻
一些医疗负担。

徐州来常打工的魏名护，疏散了工友，自己却
意外烧伤达80%，医药费缺口严重，引起了不少市
民的关注。常州伟星管业星福会代表会员们及时送
上1700元捐款。而本栏目的老读者梅先生，也送上
了1000元捐款…… 钱惠英 贾帝

安庆人钱胜，和妻子打拼10
多年后，在常州有了自己的家。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这是一个温
馨的四口之家，男主外，女主内，
一双儿女小学在读，贴心懂事。
2013年11月12日，幸福戛然

而止。
那一天，出车跑运输的钱

胜，在安庆回常途经芜湖时突发
脑溢血，醒过来已是25天后。
钱胜做了开颅手术，头骨削

掉一块，在医院躺了七八个月后，
回家休养。妻子陶小晨说，近五十
万的医药费，压得这个家喘不过
气来，在医院实在是耗不起了。

现在的钱胜左半边不能动，

曾经的顶梁柱，如今日常生活都
得有人来料理。由于头骨缺了一
块，一个喷嚏，一声咳嗽，整个人
都极不舒服。“我去医院咨询过
了，补头骨又要三五万，不知什
么时候才能凑足这笔钱。”陶小
晨对此很为难，能借的都已经借
遍了。

钱胜出事后，陶小晨连夜赶
到芜湖。在当地治疗了一个月，
后转到常州医院。
钱胜住院期间，妻子一直在

医院陪护，家里就剩下小姐弟俩。
爸妈不在家的日子，一切靠自己。

陶小晨说，这大半年来，如
果没有女儿的鼓励，自己真的快
撑不下去了。

提到女儿，陶小晨的眼泪止
不住，“她在我面前表现得很坚
强，一直安慰我说没有过不去的
坎，她说我们一起努力挺过难
关，虽然爸爸瘫痪了，至少我还
有一个完整的家。”

钱家变故后，向亲朋好友借
了几十万。女儿总是对亲友们承
诺，“爸爸妈妈一时还不起的，将

来由我和弟弟来还。”
陶小晨说，不过才10来岁的孩

子，却什么都藏在心里。在学校里，
她一切如旧，担任班级学习委员的
她，从未因为家庭变故而迟到、早
退。老师直到看了她的作文，才知
道小姑娘承受了多么大的苦痛。她
这么写道：“最近，我真的太累了！
但是，我必须什么都扛着……”

爱心回应

钱家的电视背景墙，贴满了
奖状。女儿是个爱学习的女孩，
一到五年级，每学期都能拿回奖
状。
家里欠了一屁股债。为了多

赚一些，陶小晨找了份跑车、押
车的活，一出车就是在外三五
天。女儿就担当起“女主人”的角
色：每天五点半起床，洗衣、拖
地、做早饭，买菜。下午爸爸午休

后对其进行两个多小时的康复
训练。爸爸的一切，穿衣、吃饭、
大小便、洗澡，都是姐弟俩来料
理。每天忙得连轴转，爸爸午休
了，姐弟俩开始赶作业。
“往年暑假，我都要带他俩

出去旅游一趟，今年却让他们替
家里分忧解难。”陶小晨觉得亏
欠孩子们太多，“每次我打电话
回家，女儿总说不要惦念，他们

仨在家挺好的。回来一看，家里
收拾得井井有条。”女儿的懂事，
让陶小晨心酸不已，“有次回来，
看到我的衣服放在女儿的枕头
下，她说，太想妈妈了，抱着妈妈
的衣服睡觉踏实些。”

孩子们开学后，陶小晨又得
歇在家里，生活如何维系，她不
敢想……

方雷 毛翠娥 文摄

跑运输的爸爸! 出车途中突发脑溢血，生活不能自理

苦难的妈妈! 最脆弱的时候，11岁的女儿是她的精神支柱

懂事的姐弟! 暑期妈妈外出打短工，爸爸由我们来照料

治病欠下13万元债
低保户愁得睡不着
本期周末关爱走进戚大街社区。
和钱胜一样，53岁的王红宝，也是

突发脑溢血。王红宝离异多年，此前患慢
性病，丧失劳动力，靠低保勉强度日。
今年2月14日晚上，王红宝感到胸、

背部疼痛不已，被邻居送到医院时已休克
了，在重症监护室呆了6天，醒过来时医生
第一句就是，“你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
这场大病，花了18万多。对于低保户

而言，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王红宝
说，结账时付了将近13万元现金，全是亲
友们凑出来的。如今，这笔债成了他的一
个心病，“什么时候才能还上这笔钱啊，
天天晚上愁得睡不着觉！”方雷 毛翠娥

姐弟俩帮爸爸进行康复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