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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回应

本报讯 本期周末关爱走
进 了 常 州 市 三 河 口 高 级 中
学。三河口高中面向全市招
生，位于天宁区郑陆镇，从市
区过去要40多分钟时间。

学校政教处的老师告诉记
者，这次选出的10名困难家庭
学生，都是品行和学习比较好
的，其中有7名是外来人员家庭
的孩子，多数是因病致贫。

来自西南山区的小梅就
是其中一个。春节前，学校老
师们去小梅家慰问的时候，被

震惊了：租来的民房，墙壁和
地面几乎没有粉刷，没有像样
的家具，老师们甚至连坐的凳
子都没有。

小梅的班主任说，有时候
看到小梅晚饭就是简单地啃
点面包，虽然家里困难，但是
小梅平时很积极上进，学习非
常刻苦，比起刚刚进学校时，
成绩已经有了提升。

周末在家的时候，小梅会
帮妈妈洗衣服，因为她觉得妈
妈辛苦、心疼妈妈，家人做饭

时她也在一旁看着学做饭 。
小梅很想买点自己喜欢的欧
美作家的书看看，她最想看的
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和美国作
家欧·亨利的书。

自强懂事的小怡，也得到
了班主任老师的肯定，老师说
她学习态度很端正，性格很好，
跟大家相处愉快。小怡的父亲
多年前生病去世，家里因此欠
下了外债。为了还债，小怡的
母亲一个人打三份工，今年，小
怡的母亲因为长期操劳造成腰

肌劳损，就减少为打两份工。
老师们去慰问的时候，发

现小怡家里干干净净、整整齐
齐，小怡说，都是她收拾的。
知道妈妈辛苦，小怡只要在家
就会帮助做家务，寒暑假的时
候，小怡妈妈来不及赶工的时
候，她还会帮妈妈打工。小怡
很节俭，很少乱花钱，去买东
西也是买学习用品。因为小
怡家是低保边缘户，不能享受
减免学费的政策。

（徐峰 姚建学 胡艳）

学习再忙，她们也会帮家里干活、打工

本报讯 上期的周末关爱走
进了新北区薛家镇叶家村委，村
委是首次参与周末关爱活动。

3月25日上午，江苏郭氏集
团董事长郭云飞带领员工一起
走进叶家村委，他们带去了电饭
煲、微波炉、电视机等物资，以及
2000元爱心款。

从去年 11 月起，江苏郭氏
集团开始长期参与到周末关爱
行动中。几乎每个月，只要郭云
飞有空，都会带领员工们走进其
中一个社区或村委。此前，在周
末关爱岁末行动中，他们还摆了
10 桌年夜饭，邀请附近社区的
困难家庭一起来“团聚”。如今，
不仅仅是郭云飞本人，每周五关
注周末关爱的心愿故事，也成了
江苏郭氏员工们的一个习惯。

这次周末关爱刊登的当天，
郭云飞就联系了薛家门店的店
长，让他好好关注困难家庭的微
心愿，上个周末，薛家店的店长就
去采购了一些小家电。此外，25
日上午，他们还前往两户困难家
庭，分别给予了1000元爱心款。
郭云飞还鼓励他们积极面对生活。

除此之外，许多爱心人士都
通过转账的方式，把爱心款打给
了社区工作人员，梅先生和聚弘
伟星星福会的工作人员，则特地
赶到社区，各自送上了 1000 元
现金。“之后，我们都会根据捐款
人的要求，把这些爱心款转交给
困难居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王健 吴燕翎）

看到晚报的报道，
周末就去进行了采购

郭氏集团给 10 户
家庭送上温暖

微尘 1000元
清凉寺 1000元
张瑞江 2000元
梅先生 1000元
蒋先生 1000元
李先生 500元
谐禾齿科 500元
伟星星福会 1000元
郭氏烟酒 2000 元，微波炉
3台，电饭煲 4台，电视机1台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小文 父亲患尿毒症，治疗费用高，母亲收入低，还有个3岁的妹妹。 莎翁的四大悲剧
小言 父亲死亡，爷爷患糖尿病，母亲一人养孩子和老人，收入低。 生活费
小东 肢体残疾，治疗负担重，父母工资低，经济困难。 生活费
小梅 父母身体差、收入低，三个孩子上学，家庭负担重。 狄更斯和欧·亨利的书
小安 建档立卡困难家庭，父病重、母收入低，家里两个正上学的孩子，负担重。 生活费
小明 母亲长期患病，父亲无固定工作，因病致贫。 医疗费
小杰 母亲患癌需治疗，父亲无固定工作，家里有两个上学的孩子。 医疗费
小晓 母亲有严重糖尿病，无法上班，父亲打工收入低。 生活费
小方 父亲生病不能上班，外公长期生病，弟弟上初中，母亲一人打工养家。 医疗费
小怡 低保边缘家庭，父亲几年前病故，为还外债，母亲一人打两三份工养家。 生活费

有意者请拨打三河口高中电话：88679854、1386101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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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95
姓名：小文（化名）
地址：三河口高中
家庭情况：父母在外

地。父亲患尿毒症，透析
治疗费用高，母亲收入低，
家里还有个 3 岁的妹妹。
爷爷奶奶长期照顾着小
文。

秀气、文静、礼貌，这是小
文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一
番了解下来，发现这是一个独
立、有想法的姑娘。

每周六上午 8 点多，小文
会和班上的其他同学一样离
开学校回家。说是家，其实只
有她一个人：自己住、自己做
作业、自己洗衣服，吃饭的时
候，她会去爷爷奶奶家。

小文上初中的时候，她
的爸爸被查出患了尿毒症，
之后不能再上班

平时，小文的父母带着 3
岁的妹妹在另外的省份上班、
生活。在那边，小文的妈妈在
一家服装厂做工，小文爸爸因
为患了尿毒症，每周要去医院
做三次透析，身体条件很差，
不能上班，经济来源主要靠妈
妈。

小文上初中的时候，小文
爸爸被查出患了尿毒症，还有
高 血 压 ，发 作 的 时 候 ，低 压
100，高压将近200。小文的爸
爸被送回江苏，在南京的医院

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回到
了常州。“那时候我上初中，住
校，我知道爸爸病得很严重，
但 是 大 人 们 很 少 跟 我 说 这
些。”

进入高中以后，学习压力
加大，小文的爸爸妈妈会跟她
说，上学很辛苦，有什么需要
的就跟家里说，但是，小文基
本不提要求，因为她知道，爸
爸治病要钱，妹妹马上要上幼
儿园也要钱。奶奶有时会去
家附近的学校食堂帮工，爷爷
为了补贴家用有时也会出去
打零工，家里的经济并不宽
裕。

她很独立，一个人住、
一个人学习；她很懂事，生
病了也不告诉父母

小 文 说 ，在 她 很 小 的 时
候，她的爸爸就去了北京工
作，3 岁多的时候，妈妈也跟着
去了北京，是爷爷奶奶把她带
大的。小文一直希望父母能
回到常州工作，一家人住在一
起，时间长了以后，她觉得这
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事情，“大
人们决定留在外地工作，一定
有他们的理由。”

去年，小文生病了，爷爷
每天带着她去医院挂水，生病
的时候，她很希望爸爸妈妈能
陪在身边，“有的时候视频通
话，看到爸爸连说话的力气都
没有，想到这个，就不想告诉
他们自己生病了。”

说起将来考大学，小文说
自己想考南京或苏州的高校，

这样离家近一些。现在的她，
只想靠自己的努力，许自己一
个好的未来。

几乎不购物，攒下的零
花钱，基本都用来买学习用
品了

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普遍
都已经很爱美了，小文却说自
己对购物完全没有概念，有的
时候同学讲起各种品牌，她听
了只觉得很懵。

她说，自己对衣服没有要
求，在学校里大家都穿校服，
在家的时候才会穿平时的衣
服。实在没有衣服可以穿的
时候，她才会跟妈妈说，之后
拿着妈妈给的钱到超市去看
看，有合适的就买，没有合适
的就算了。“一般情况下，爸
爸妈妈回家过年的时候会带

我去买衣服，或者暑假我去
他们那边玩的时候也会买一
些。”

过年的时候，亲戚们给的
压岁钱，现金部分她会交给妈
妈，微信发的红包她就留存下
来攒着，用来买学习用品；平
时，她不跟爸爸妈妈要零花
钱，但是他们会主动给她一
些，这部分零花钱她也基本用
来买学习用品了。

记者问小文有什么想要
实现的小心愿，她说自己对物
质的要求很低，实在没有什么
想买的。记者告诉她，她有同
学的小心愿是买自己想看的
书。小文说，她从初中开始就
想看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和
四大悲剧，四大喜剧是一本一
本买的，至今还没买全，四大
悲剧还从来没有看过。
徐峰 姚建学 胡艳 图文报道

“我想靠自己，许自己一个好的未来”，这个对物质没什么要求的女孩说

她想看莎翁的四大悲剧

采访中，记者发现，小文（右）是一个自立、懂事、开朗的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