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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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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回应

本报讯 1月2日，元旦小长
假后上班第一天，天宁街道舣舟
亭社区工作人员接待了一个老
熟人：她从家里特意赶到社区，
送上 1000 元捐款给当期困难
户。

这个老熟人是舣舟亭社区
居民，姓陈，户籍在社区，这几年
住到了其他地方。她的爱人患
克罗恩病好多年，没有劳动能
力，克罗恩病是一种比较难治同
时也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她家
为此花了不少钱，经济状况一直
不是太好。几年前，周末关爱曾
经对她家进行过报道和帮助，逢
年过节社区有慰问活动也不会
忘记她家，这些她一直都记在心
里。

所以，这一次她从报纸上看
到舣舟亭社区困难户的情况，特
意从现在住的地方赶到社区来
捐款，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社
区工作人员了解她家的情况，不
要她的捐款，她却非常坚持自己
的想法，“你们能收下捐款，我感
谢你们。”

当天还有一位从清潭六村
赶来的 84 岁的老太太，她每个
月有三千多元退休工资，还有政
府每个月发给她的 50 元尊老
金，但是她想把自己一年的尊老
金600元捐出来，考虑到有一个
儿子要靠她资助，社区领了她的
心意，但没有收钱。 （胡艳）

曾经受助的“老熟
人”也来捐款

张瑞江 2000元
清凉寺 1000元
微尘 1000元
成女士 1000元
善缘 3000元
蒋先生 1000元
金先生 500元
王女士 500元
梅先生 1000元
陈女士 1000元
卞桢 500元
伟星星福会 1000元
谐禾齿科 500元

（周末关爱组五）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沈永锋 患克罗恩病住院治疗，花费大。 医药费
陈仕清 家中有多位残疾人，一家三口全靠补助生活。 生活费
朱加大 独居老人无子女，今年因胃癌做了全胃切除手术。 生活费
邓国听 患心脏病，并做了手术。 医疗费
白国方 患食管癌，生活困难。 医疗费
白春元 患胃癌，生活困难。 医疗费
黄巧云 丈夫因病去世，公公去世，婆婆间歇性精神病。 生活费
黄晓蓉 一人带着女儿及体弱多病的婆婆三人相依为命。 冰箱
董桂娟 夫妻两人年老体弱，生活困难。 生活费
顾网根 老婆和女儿两人都有精神残疾，生活困难。 生活费

有意者请拨打曙光村村委电话：85285211，18362228650

（周末关爱组三）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本期周末关爱走进常州经
开区潞城街道曙光村，这是本
栏目首次走进该村。村委领导
告诉周末关爱记者，马上过年
了，村上一些困难居民急需帮
助。

比如 52 岁的黄晓蓉，她是
村上有名的好人。她和老公离

异后，主动承担起赡养婆婆的
重任。“当时就有好多邻居不理
解，都说我和前夫都不在一起
生活了，为什么还要照顾他母
亲。”黄晓蓉说，前夫经济条件
不好，加上她和婆婆一直生活
在一起，感情非常好，所以就有
了为她养老的想法。

但是，80 岁的婆婆体弱多
病，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
疾病，每天光是药物都要吃十
几 种 。 吃 的 药 多 ，花 的 钱 也
多。黄晓蓉介绍，婆婆和自己
每月的农保有一千多块钱，但
绝大多数都花在了买药上。

村委领导看她不容易，帮

她介绍了一份临时工的差事，
以便增加收入。但是，她仍感
觉不够开销的。比如，前段时
间，用了十几年的冰箱坏了，她
连重新换一台的钱都拿不出。

“现在，天气冷，用到冰箱的机
会不多，但过了年，天一暖和，
就要用到了。” 吕洪涛

离异后独自一人赡养婆婆，她想要一台冰箱

编号：286
姓名：沈永锋
地址：常州经开区潞

城街道曙光村沙河浜 51
号

家庭情况：去年 11 月
份，沈永锋被查出患上了
克罗恩病，该病是一种原
因不明的肠道炎症性疾
病，属于较为严重的病症
之一。之后他做了手术，
一次手术就花去十几万
元，后续还需要做几次手
术，总费用至少80万元。

这两个月来，沈永锋的妻
子任春红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
觉。和别人谈起丈夫的病情，
总是没说几句，就会不由自主
地流泪。她心疼丈夫，没想到
他年纪轻轻就患上重病。除了
丈夫患病外，双方父母身体也
都不好，常年吃药。尽管内心
坚强，但她时常感觉肩上的担
子压得自己喘不过气。

变故来得猝不及防，42
岁的他被查出患上了重病

“之前，我们的小日子过得
很幸福。我们都有工作，孩子
在上中专，父母年纪大，身体虽
说不好，但医药费我们能承受
得起。”沈永锋怎么也没想到，
就在日子过得蒸蒸日上的时
候，他的身体突然遇到大问题。

妻子任春红告诉周末关爱
记者，去年 11 月初，沈永锋感
到肚子痛得厉害，实在撑不住
了，便到医院就诊。“一开始就
按照一般的肠胃病治疗的，挂
挂水，吃吃药，但一直不见好，

反而更严重了。”后来，他们到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就医，经
过检查被确诊为克罗恩病。据
介绍，该病属于重病之一，治疗
费用巨大。

后来，沈永锋夫妇听从市
二院医生的建议，转到南京军
区总医院汤山分院治疗至今。

巨额的治疗费，把她压
得喘不过气

据任春红介绍，目前，沈永
锋已经做了手术，而且，后续还
需要几次手术。“现在已经花了
十几万元，几次手术全做下来，
至 少 需 要 80 万 元 的 巨 额 费
用。”她说，听到这些信息的时
候，她整个人都懵了。因为，他
们这些年，一共的积蓄才仅有
几万元。幸运的是，他们身边
的亲朋好友、同事们纷纷伸出
援手，使沈永锋顺利完成了前
期的手术。

为了帮丈夫顺利完成后面
的治疗，前一段时间，任春红还
在网上发起募捐，收到四万多

元的善款。
对亲朋好友、同事、网友的

爱心，任春红非常感激，叮嘱周
末关爱记者，一定要在报道中
写上感谢的话：“一定要谢谢这
些好心人，没有你们的爱心帮
助，我老公的手术不会这么顺
利。”

但是，面对未来，任春红依
然压力重重。为了照顾丈夫，
任春红辞掉了原来加油站的工
作。“老公患病前，我每月三千
元工资，他在潞城街道做辅警，
也有两千多元工资。但现在，
我们一点经济收入都没了。”她
说，一想到这些就头大，巨额的
治疗费压得她喘不过气，不知
道以后的手术怎么办。

新的一年，他们希望在
大家的帮助下战胜病魔

前几天，任春红在和朋友
聊天时，朋友问起沈永锋在医
院情况怎么样，她故作乐观地
晒出一张 4 个馒头的图片：“卖
饭的阿姨给我这么多馒头。”后

面，跟着一张笑脸。
但笑脸背后是她无奈的酸

楚。任春红说，丈夫住院这段
时间，为了省钱，她舍不得买饭
菜。她的举动被细心的卖饭阿
姨知道了，便在每次卖完饭后，
好心地把剩下的饭菜免费送给
她。

在一张图片中，一碗蔬菜
汤和两碗米饭加一个馒头的图
片特别显眼。在她眼中，有蔬
菜就算是比较丰盛的了。“没办
法，除了老公，我公公婆婆身体
也不好，每月吃药都要接近一
千元。”

过于节省，再加上每天辛
勤地照顾丈夫，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任春红就消瘦了十几斤。

新的一年，她看到朋友圈
不少人都在许愿，她也在内心
许下心愿：这一年，希望在好心
人的帮助下，丈夫能战胜病魔，
重新回到原来那个幸福的小家
庭。

吕洪涛 图文报道

第一个月就花了十几万元，后续手术至少还要花费六七十万元

为了省钱，她的午饭有蔬菜就算丰盛了

躺在病床上的沈永锋未来还需要几次手术

舍不得买医院食堂的饭
菜，任春红只吃剩菜剩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