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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有意者请拨打牛塘镇青云村村委电话：69650052 1301687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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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桦李桦

急难救助档案
爱心回应

编号：251
姓名：李光环
地址：牛塘镇青云村

肖家村
家庭情况：婆婆身患

贲门癌，丈夫中风。

4 月 16 日下午，在武进区
牛塘镇青云村肖家村的家里，
记者看到李光环的时候，她刚
从社区服务站回来。这个外
来媳妇儿，现在不仅要照顾身
患贲门癌的婆婆，还要照顾中
风的丈夫，一个人撑起了这个
家。中午她突感头晕目眩，便
去卫生服务站检查了一番，

“刚刚血压量下来有 180 多。”
她告诉记者。

因为“命中注定”，她嫁给了
清苦的生活

29 岁那年，前夫因车祸去
世，李光环带着小儿子从连云
港来常打工。一年多后，经老
乡介绍，李光环和比她大15岁
的芮亚飞相识，但当时她已坚
持不再生育小孩，最终和芮亚
飞错过。岂料三年后，在又一
次朋友安排的相亲中，李光环
见到的竟然又是芮亚飞。

“我和他能在一起就是命
中注定。”回想起过往的点滴，
李光环颇有些感慨，这一次，
两人没有再错过。 为了获得
父母的同意，芮亚飞瞒住了父

母李光环不再生育的事儿，
“他爸爸到去世之前还跟我
说，还是要生一个。”李光环告
诉记者。

婚后的生活，虽清苦但也
过得温馨，直到婆婆突然生
病。2014年年末，李光环的婆
婆突然出现吃饭难以下咽的
症状，当时李光环和丈夫带老
人前往武进中医院检查，“出
来的结果就是贲门癌，我们赶
紧转到了武进人民医院，安排
手术。”李光环回忆，那时候家
里根本拿不出钱，都是向亲戚
东拼西凑出来的。

婆婆重病的这段时间，都
是李光环在其身边照顾，“开
完刀后，她会不停地吐。”李光
环告诉记者，由于术后反应明
显，她每天都要给婆婆敲背，
以缓解呕吐带来的不适。所
幸，婆婆的病发现及时，在渡
过一个月的危险期后，便出院
了。但婆婆生病后花去近十
万元，巨额的医疗费让这个家

庭负债累累。

因为爱情，她悉心照料中风
后“任性”的丈夫

然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就在李光环婆婆出院后一个月
不到，丈夫又突然倒下了。那
天中午，在家门口摘菜的李光
环突然听到屋内有异响，跑过
去发现丈夫已倒地，她赶紧叫
村上人把丈夫送到了医院急诊
室。“是脑血栓和心脏病。”当时
的李光环近乎崩溃，她告诉记
者，最艰难的时候，她打算就是
把房子卖了也要救丈夫。好不
容易又向亲朋好友借了8万多
凑够了开刀的钱，她把丈夫从
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盐酸曲美他嗪”“缬沙坦”
“盐酸二甲双胍片”“秋水仙碱
片”“胰岛素注射液”⋯⋯这些
都是记者在李光环的卧室里看
到的丈夫芮亚飞现在吃的药，

“心绞痛、高血压、肾结石、痛
风、糖尿病⋯⋯”李光环拿起满

满一塑料袋的药告诉记者，现
在光是吃药一个月就要花掉
一千多，生活也逐渐变得窘迫
起来。

生病后的丈夫总有些“任
性”，脾气暴躁，但李光环依旧
耐心地在丈夫身边照顾，“因
为他待我好啊。”这是李光环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或许这
就是爱情吧。

如果可以，她只想有志愿者
能帮忙打理葡萄园

如今，家中的经济来源就
是低保户的补助，还有儿子工
地上打零工的一些补贴。婆
婆没生病前，李光环和丈夫承
包了三亩地用来种植葡萄，一
年要交四五千的租金，但如今
这三亩葡萄地反倒成了“鸡
肋”，李光环要照顾丈夫和婆
婆，根本无暇打理葡萄园。

记者看到园里的葡萄藤
枝干瘦弱，有些老叶还未及时
修剪。李光环告诉记者，自己
也从没正儿八经学过葡萄种
植，看到邻居打药了自己也跟
着打点农药，然而现在自己完
全顾不上这些葡萄了，“到时
候葡萄收成不好，还要交租
金，我这日子没法儿过了。”

问及李光环的心愿，她一
直坚持自己可以通过劳动来
维持家中的生计，“如果有志
愿者愿意和我一起照顾这些
葡萄，到葡萄成熟的季节能有
人帮我套袋、装箱就好了。”

许红梅 吕亦菲 文摄

婆婆身患贲门癌，丈夫又中风，这个外来媳妇儿——

因为缘份而嫁，却遇上多舛的生活

李光环 婆婆贲门癌，丈夫中风，低保户。 希望有志愿者可以帮她打理葡萄园
王明芳 自己残疾还身患肺癌，丈夫无劳动能力，低保户。 希望有人能帮她重排家里电线
许卫中 独自一人，无子女，残疾无劳动能力。 生活费
陈国和 夫妻两人残疾无劳动能力。 米、油等生活用品
潘爱秀 孤老，无劳动能力。 生活费
冯惠兴 孤老，无子女，一级视力残疾，无劳动能力。 生活费
蒋荣明 独自一人，无子女，精神残疾无劳动能力。 医药费
蒋明霞 离异，儿子车祸去世，精神残疾无劳动能力。 生活用品
高洪光 独自一人，无子女，精神残疾无劳动能力。 医药费
杨兆全 自己中风无劳动能力，儿子残疾无劳动能力。 医药费

有意者请拨打牛塘镇青云村村委电话：69650052 13016876782

（周末关爱组稿三）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本报讯 在牛塘镇青云村
陆家村，记者看到了今年58岁
的王明芳，她不仅身患肺癌还
是残疾人，丈夫也是大病小病
不断。

1991 年，王明芳的左手手
臂在工作时不幸被注塑机割
断，导致残疾。2010 年 6 月份
又被查出肺癌，化疗就花去近
40 万，“那时候家里条件还行，
吃的药都是最好的，一粒药要
五百多。”王明芳告诉记者，半
年光吃药就花了 11 万，“后来

这药就吃不起了。”为了治病，
经济条件本来还算不错的家
一下子变得一贫如洗。更糟
心的是，从此家里的事儿就没
有断过。

2015年，丈夫被查出患有
前列腺增生，住院一个多月，
又花去 3 万多。“也是在同一
年，我的头部出现水肿，查出
有阴影。医生说癌细胞可能
转移到了头部。”王明芳告诉
记者，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四
处借钱治病，采取激光保守治

疗 的 方 法 抑 制 癌 细 胞 的 扩
散。据王明芳介绍，现在癌细
胞虽然暂时控制住了，但是因
为体质的原因，依然得隔三差
五住院。

去年，丈夫又被检查出有
肾结石，“震了一次后来就没
再去医院了。”王明芳无奈地
告诉记者，实在没有钱了，丈
夫觉得不疼了，后来也就没再
去医院了。

如今夫妻两人的经济来
源全靠新农保和低保的补贴，

两千多元的月收入，光医药费
就要花去一千多。所以王明
芳只要身体稍微好一点，就去
田地里干农活了，“卖卖菜还
能补贴补贴家用。”

问及有什么心愿时，王明
芳看了一眼早已不成样子的
家说道，家里的电线已经是几
十年前排的了，都裸露在外
面，还时常短路，不太安全。

“别的我也不求什么，要是能
有人帮我重新排一下家里的电
线就好了。”（许红梅 吕亦菲）

肺癌缠身又有残疾，还要照顾体弱多病的丈夫

她只希望能把家里老化的电路重新排一下

本报讯“我们想让他们留
个姓名，结果追出去只看到个背
影。”4月13日，上期周末关爱见
报的当天下午，一对徐姓老夫妻
冒着细雨打车赶到清潭新村第
一社区，把一辆刚买的新轮椅送
了过来，送到后就匆匆离去了。

4月13日，七旬老母亲俞婉
英一个人照顾患病儿子、想要一
台轮椅的新闻见报后，多位市民
打电话到社区表示愿意捐赠轮
椅，徐姓夫妻送来一台，市民沈
志刚一下子送来了两台轮椅，一
位陈婆婆也送来一台。4 月 15
日晚上，一位 30 多岁的男士直
接赶到俞婉英家，送上了一台不
锈钢轮椅。

社区工作人员说，因为已经
收到了 5 台轮椅，后来再有市民
打来电话要捐赠轮椅，他们就婉
拒了大家的好意。多出来的轮椅，
将送给社区有需要的残疾居民。

想要一台轮椅的俞婉英，得
到了多位好心市民的回应。周
末关爱的报道还帮她找到了中断
联系多年的堂兄堂嫂。4月14日
下午 3 点多，俞婉英的堂兄堂嫂
找到社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
领上，两家人终于见上了面。

（范健铭 胡艳）

轮椅有了，
还跟多年未见的
堂兄堂嫂重逢了

华先生 500元
微尘 1000元
蒋先生 1000元
清凉寺 1000元
张瑞江 2000元
梅先生 1000元
陈阿姨 1000元
周奕君、宗言 800元
徐姓夫妻 一台轮椅
沈志刚 两台轮椅
陈婆婆 一台轮椅
不知名市民 一台轮椅
夏阿姨 两台电视（旧）
柳文君 轮椅、电视机各一（旧）
谐禾齿科 500元
常州平平残疾人车友会
500 元现金、两袋米、两桶油、生
活用品八样
金林骨科医院
两桶油、两袋米，为左俊、刘国洪
义诊并安排左俊入院体检、治疗
常州聚弘伟星星福会 1800元
常州汉康药业有限公司

2000元药券

（周末关爱五）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李光环丈夫吃的各种各样的药李光环丈夫吃的各种各样的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