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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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请拨打舣舟亭社区电话：88173272，13813552628，1995280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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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回应

编号：285
姓名：韩师傅
地址：桃园新村
家庭情况：韩师傅的

老伴患肺动脉高压 9 年，
治疗花费了巨资，还欠下
近 10 万元外债；韩师傅今
年 5 月被查出患了癌症，
住院手术，需定期化疗。

前些天，韩师傅满了 60 周
岁，不过他并没有过生日，按常
州的风俗，60 岁这样的整生日
是不好过生日的，所以，那天他
像平常一样，一个人过了一天。

说起来，已经退休五年在
家，韩师傅本应享受儿孙绕膝
的老年生活，但是上天好像跟
他开了一个玩笑，2018 年这一
年，他又开始了坎坷的生活。

一次体检，他被查出患
上了胆囊癌

老年困难群体的话题，几
乎都跟“生病”两个字有关。

今年 5 月份的时候，韩师
傅觉得自己的胆囊那里经常
痛 ，在 社 区 组 织 的 一 次 体 检
中，医生发现韩师傅的胆囊确
实有点问题，去医院进一步检
查 之 后 ，他 被 确 诊 得 了 胆 囊
癌。

住院、手术、化疗，几个月
下来，病情还算稳定。然而，最
近一次再去化疗时，医生告诉
韩 师 傅 ，他 的 肝 可 能 有 点 问
题。“医生说要先治疗肝上的毛
病，补补肝，然后再化疗。”

每个月化疗，一个疗程下
来一般是 10 天，这一次因为要
治 疗 肝 部 毛 病 ，时 间 会 长 一
些。一个人上医院，一个人去
治疗。来来往往，通常只有韩
师傅自己。

上午去一院化疗，下午结
束后回到家里，中午饭是同学
送到医院的。“女儿要上班，没
办法来送饭。”

之前，为给老伴治病，
花光了存款，还欠下了近
10万元外债

回到桃园新村的家里，仍

然只有韩师傅一个人。
韩师傅的老伴在 2015 年

去世了。之前，老太太已经被
病魔折磨了 9 年，她患的是肺
动脉高压，这种病被医生称为
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是一种
罕见病。

家里的钱用完了，就跟亲
朋好友借，那些年，韩师傅带着
老伴在常州、上海、南京各地治
疗，其中，在上海治疗的时间最
长。因为用的药多数是进口
的，只能自费，开支巨大，其中
一种药，一粒就要 200 元。“9
年花了大概有 200 万元，把所
有的收入和之前的存款全都花
进去了，还欠了近 10 万元的外
债。”

老伴去世后，韩师傅开始
想办法还欠债，独生女儿也帮
着还一些。今年，他的退休金

涨到了2800元，但是还有几万
元的外债没还完。

上半年，韩师傅住院手术，
女儿也出了一部分钱。

攒下退休金，还给人刻
印章，为还债，也为给自己
治疗

早年，从单位买断工龄后，
韩师傅开起了出租车，差不多
开了10年。

老伴刚患病那段时间，他
还坚持着开出租车，随着老伴
病情越来越严重离不开人照
料，后面几年他只能回家，一面
带着老伴外出治疗，一面当起
了全程看护。

以前，不忙的时候，他喜欢
写写字、刻刻章，用这些小爱好
打发时间。现在，字不怎么写
了，章还是一直刻的。韩师傅
说，他已经刻了有40年的书画
印章，既是爱好，也想挣点钱，
好早点把欠人家的钱还上，而
且现在他自己病了，后续的治
疗也需要费用。

社区工作人员说，早几年，
虽然家里一直有病人，韩师傅
还是很热心参与社区活动，因
为字写得好，社区搞活动需要
写条幅或者做手工艺品时，就
会找到他，“有次他还帮忙做了
一把扇子，在扇面上写了字，做
得挺好。现在我们搞活动做条
幅，只能到外面找人。”

徐敏 胡艳 图文报道

为给老伴治病，收入和存款都花了，还欠了外债

今年，他自己又不幸患了癌症

本报讯 本期周末关爱走
进了天宁区天宁街道舣舟亭社
区。这是个规模不大的社区，
辖桃园一村、桃园二村、桃园公
寓三个小区和史家村、张家村、
潘家村三个自然村，户籍人口
不多，低保户倒有30多户。

今年 63 岁的史爱凤居住
在桃园新村 22 幢，1992 年，她
老公从单位停薪留职，做起了
大米生意，开了爿夫妻老婆店，
先在中山门，后来在元丰桥。
大米生意利润很薄，一斤也就
几分钱的赚头，经营所得也就
过过小日子。

不幸在 2016 年初降临到

这个家庭。史爱凤的老公被查
出患有肺癌，从发病到去世也
就一年半的时间。丈夫去世
后，史爱凤成了空巢老人不说，
还要面对当初给丈夫治病时欠
下的外债。

现在，这些债务都是史爱
凤已经结婚的女儿在还，一年
多 下 来 已 经 还 了 3 万 多 元 。
史爱凤自己身体不太好，店也
早就不开了，没有工作的她，
日常生活除了养老补贴，还要
靠 女 儿 每 月 给 一 些 生 活 费 ，

“她要还债，还要接济我，我也
不想拖累她。我需要一些生
活费。”

70 岁的钱婆婆还在为第
三代辛苦奔波。她和老伴以及
独生女儿一家住在一起，老少
三代六口人，原本应该其乐融
融，颐享天伦之乐，但却因为一
个孩子的缘故，打乱了这个家
的正常生活节奏。

钱婆婆的大外孙今年 16
岁，在他出生 48 天的时候，家
里人发现了这个孩子的异常，
后来确诊是脑瘫。这意味着，
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要有人 24
小 时 守 着 他 ，一 刻 也 不 能 离
人。“有次在家里我在楼下干
活，留他在楼上房间，过会再去
看他，把被子什么全都扔到地

上了。”
看得出来，钱婆婆将这个

外孙照顾得很好，身上弄得干
干净净。但是因为长期生病的
原因，孩子的左手已经明显变
形，双脚也无法站立，更不要提
走路了。

现在，孩子在光华学校上
学，每天由孩子的爸爸接和送，
钱婆婆则负责从上学到放学守
在学校里，帮孩子处理个人卫
生。“他要定期吃药控制病情，
康复也要花钱，而且他体质不
好，经常发热，每个月都要去医
院看医生。”

（徐敏 胡艳）

家人或去世或生病，她们依然坚强

上周周末关爱走进了武进
区湖塘镇何留社区，报道了该
社区 10 户困难户的基本情况，
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微心愿。
一周不到，何留社区的办公室
里被好心市民送来的冬被、吸
氧机和电饭煲等物品塞得满满
当当。

“有些亲自送来的市民连
口茶都没喝就走了。”何留社区
负责人王勇告诉记者，兰陵的
朱阿姨和丈夫乘坐BRT到长虹
高架附近的站台，因为找不到
路，便打电话给社区，社区安排
了工作人员去接。没想到东西
刚交接给社区工作人员，老夫
妻俩人就立马乘着返程的公交
回去了。“一台制氧机和一条被
子，体积又大，还挺重，两位老
人一路抬过来不容易。”

上周五下午，王勇还接到
了一位大学生打来的 300 元。
捐款的人叫曹婷婷，是一名孤
儿，从小由爷爷带大，现在就读
于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日
语专业，是一名大二学生。今
年 4 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她
关注到周末关爱栏目，“从小自
己也是苦过来的，所以特别能
感同身受。”曹婷婷说道。虽然
300元并不是一笔大数目，但这
些钱都是她从奖学金以及打工
赚的工资里面一点点省下来
的。尽管曹婷婷的经济状况并
不允许她每期都能给困难户捐
款，但她依旧表示：“我会一直
关注周末关爱，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儿。”

吕亦菲 王勇

“95 后”大学生一
直关注周末关爱

张瑞江 2000元
梅先生 1000元
清凉寺 1000元
微尘 1000元
曹婷婷 300元
张先生 吸氧机1台
王群锋 500元
李凤玉 棉被6条，枕头3对
周女士 智能电饭煲1台
朱建萍 被子1条、制氧机1台
郭朝春 500元
党女士 800元
蒋先生 1000元
高铭 500元
伟星星福会 1000元
恒泰人民（江苏）大药房连锁

2000元购药券
谐禾齿科 500元
江苏郭氏集团 4条棉被

（周末关爱组五）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韩师傅 前些年妻子患肺动脉高压治疗花费巨大，欠了外债，今年韩查出患癌。 医疗费
陆 庆 离异，肢残三级，因车祸后遗症无法工作，靠母亲微薄的退休金生活。 生活费
李芬梅 离异，带一个精残二级的女儿，常年要服药，本人无固定收入。 医疗费
史爱凤 无退休，享受老年居民养老补贴，丈夫因患癌去世，欠了外债。 生活费
余纯良 无子女，言语残疾2级，中风，无法工作，长期服药，妻子退休金微薄。 生活费
陈女士 患红斑狼疮及肺动脉高压，需要长期治疗，丈夫灵活就业，儿子上学。 医药费
袁兰银 患子宫癌多年，丈夫中风且退休工资微薄。 医药费
钱婆婆 外孙重残，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定期服药和康复。 生活费
黄根林 患淋巴结核综合征、胃癌，妻子精残四级无法工作，全家靠低保金生活。 医药费
王建平 离异，精残三级，无法工作，长期服药。 医药费

有意者请拨打舣舟亭社区电话：88173272，13813552628，19952801752

（周末关爱组三）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刻印章既是小爱好，也可以挣点钱还债、筹集药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