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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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请拨打金坛薛埠镇上阮村委电话：82761777，13616131015

微心愿姓名 家庭情况

急难救助档案

爱心回应

江苏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江苏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江苏省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江苏省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成一件善事成一件善事

周末关爱周末关爱
13行行 载时光载时光

本期周末关爱走进金坛区
薛埠镇上阮村，这是本栏目首
次走进这个村庄。上阮村是我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市级试点单
位之一，也是常州日报社挂点
结对单位。该村庄不少困难户
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也有一些

困难户是年纪较轻的村民。
像34岁的阮雪娟，原本就

有智力残疾，老公最近又因严
重的肠阻梗被查出恶性肿瘤。

据阮雪娟的母亲吕小琴介
绍，女婿重病已经花了上万元，
而且，后面还要动手术，动完手

术还需要几次化疗。“这样治疗
下来，至少要几万元。”吕小琴说，
女儿女婿家一直生活贫困，是村
上的低保户，家里没有什么积
蓄。为了帮女婿治疗，66岁的她
一边照顾女儿，还一边打零工。

阮雪娟还有一个女儿，今

年上小学五年级。“小孩子正在
长身体，但这样的家庭条件，也
没钱为她买些好吃的补充营
养。”吕小琴说，她想通过周末
关爱栏目向社会求助，希望好
心人为女儿女婿一家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 吕洪涛

夫妻两人都患重病，他们想要些生活费

清凉寺 1000元
伟星星福会 1000元
王女士 90元
钱女士 图书两袋
梅先生 品牌运动鞋2双
程阿姨 防晒衣一件
张瑞江 衣服5件，运动鞋一双
徐女士 纸尿裤5大包
谐禾齿科 500元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本报讯 上期的周末关爱，
是一次特殊的“六一”节礼。团
市委、市残联、市希望办联合本
报周末关爱栏目，为全市的 10
位 困 难 残 疾 儿 童“ 圆 梦 微 心
愿”。

为了帮助孩子们完成微心
愿，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献出爱
心。78 岁的退休职工程阿姨
为了给小君买防晒衣，专门学
习了网上购物，再三和残联工
作人员沟通，了解了小君的身
高后，在客服的帮助下完成了
网上购物，帮助小君实现了微
心愿。徐女士不顾远程，开着
导航到残联送来了 5 大包成人
纸尿裤。梅先生放弃了休息
时间，去商场为孩子们购买了
品牌运动鞋。钱女士冒着高
温 ，送 来 了 两 大 包 崭 新 的 图
书。江阴爱心人士张瑞江，在
市残联再三婉拒他的现金捐
款后，寄来了一大包新衣服及
一双新运动鞋。王女士捐助
小宏兄弟两人助听器电池各
两板。

目前，所有孩子的微心愿
都已经得到认领，团市委、市残
联还将于近期组织人员，将收
到的爱心物资发放到残疾儿童
的手中。

（冯玉葭 吴燕翎）

孩子们的微心愿
全部实现

阮雪娟 重度智力残疾，女儿上小学，丈夫患重病，生活困难。 生活费
陈其银 离异，因车祸瘫痪在床，儿子读初中，父亲患脑梗。 生活费
胡汉仟 离异，患有重病，不能劳动，孩子读小学。 医药费
张月梅 尿毒症患者，离异，失独家庭。 医药费
杭粉娣 三个儿子相继病故，媳妇改嫁，她瘫痪在床，生活困难。 生活费
夏爱珍 癌症患者，生活困难。 生活费
伍大珍 癌症患者，丈夫因车祸造成智力残疾。 生活费
李志章 儿子、媳妇、老婆均有智力残疾，生活困难。 生活费
赵秀芳 因糖尿病并发症导致右眼失明，丈夫因癌去世，生活困难。 生活费
刘少东 脑梗患者，妻子患有癌症和哮喘，儿子在上学。 生活费

有意者请拨打金坛薛埠镇上阮村委电话：82761777，13616131015

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编号：305
姓名：陈其银
年龄：46岁
家庭住址：金坛区薛埠

镇上阮村12号
家庭情况：陈其银早年

和妻子离婚。因为4年前的
一次事故，健壮的他一下子
成了瘫痪在床上的“失能
者”。而且，他上有老，下有
小，80 岁的老父亲身患中
风，13 岁的孩子读初中。就
这样，一家子的生活一下子
陷入困顿。

每天躺在床上，陈其银曾
想过放弃，打算“一走了之”。
但最终舍不得老父亲和孩子，
他在困境中一直坚持着。为了
让生活变得好一些，他想到了
小时候喜欢的绘画。于是，他
躺在床上，拿起画笔，打算为自
己画一个未来。“不为梦想，只
为实实在在地增加点收入。”

提笔作画，人残志坚的
他想用画笔画出自己的希
望和未来

画 架、纸 张、燃 料 盒、毛
笔 ⋯⋯陈其银的床上有些杂
乱无章，除了被子，上面摆满了
和绘画有关的物料。

“如果不出事故，不瘫痪、
不残疾，我是想不起来作画
的。”46 岁的陈其银从今年年
初开始在床上作画，如今瘫痪
在床，他边休养，便创作，已经
绘制了几十幅画作。画作大都
是水墨画和水彩画，有山水，也
有人物，每一幅都清新淡雅，充
满韵味。

其实，陈其银并不是一位

专业画家，他的绘画功底全都
来自于读书时的兴趣和课外练
习。后来，学业不成，他外出打
工，养家糊口，就再也没有摸过
画笔。

时隔几十年，摸惯了砖瓦
的手已变得粗糙，他重新提笔，
既有些心酸无奈，又有些感动
暖心。他说，自己早年离异，这
4 年来一直躺在家中，全靠年
迈父亲和年纪尚小的儿子照
顾，而且，父亲年纪越来越大，
又患上了中风，一家三口的生
活压力越来越大。

“自己没什么技术，躺在床
上也干不了什么。于是，我想
到了自己年轻时的爱好——作
画。”陈其银介绍，周末关爱记
者采访前，他刚请人帮他的几
幅画做了装裱，拿到金坛市区
去。

“主要是去探探市价，看看
有人买吗？如果有人喜欢，我
打算长期画下去。”

一次意外改变人生，瘫
痪在床的他也曾想过放弃，

“一走了之”

如果没有 2015 年的那场
意外，陈其银现在的日子即便
不属于富有，但却安稳踏实。
用他的话说，父亲身体还算硬
朗，孩子聪明伶俐，且非常懂
事，一家的生活很幸福。

“那场事故彻底改变了我
的人生，改变了我们整个家
庭。”陈其银说，当时他骑摩托
车从家中出来，遇到下坡路，由
于车速有些快，人和车一起栽
进路边的深沟里。翻滚中，他
失去知觉，再醒来，他已经躺在
医院的病床上。

由于摔得严重，金坛当地医
院都没敢接收。后来，亲戚紧急
把他送往常州市区医院，才把他

从死神那里拉了过来。但是，命
是保住了，他整个下半身却失去
了知觉，基本变成了“失能者”。
而且，整个治疗，花掉了十几万
元，其中不少都是借的。

一开始，得知自己病情的
陈其银心情非常低落，他变得
沉默寡言，不愿意与人交流和
沟通。“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和

‘废人’没什么两样，心里想着
‘一走了之’算了。”

在亲戚朋友的鼓励下，在
父亲、儿子的照料下，他面对现
实，心情逐渐好转，慢慢对未来
生活充满期待。

身边的小温暖给他力
量，他想通过自己改变命运

陈其银瘫痪在床的这几
年，都是由父亲和儿子照料。
前几年，年迈的父亲为了增加
家中的收入，还在照顾陈其银
的同时，在村子附近打打零工，
挣些零花钱。

但是，他父亲这两年随着
年龄的增加，身体越来越差，而
且还患上了中风，身体处于半
身不遂状态。“即使这样，父亲
还坚持照顾我，每天为我做饭，
做清洁卫生，我都不知道如何

报答。”
陈其银的儿子也令他暖

心。尽管孩子还小，但已经非
常懂事。“他每周回家一次，每
次回来，都为我洗脚、擦身、按
摩，他还安慰我：‘爸爸你放心，
我会一直好好照顾你的，你一
定会好起来的’。”

这些年来，陈其银心里一
直觉得对不起儿子。“因为家里
条件不好，他八九岁就学会了
做饭、洗衣服。现在，我父亲也
行动不便。孩子每次放学回
来，不仅主动承包了做饭的活，
还帮忙洗衣服，一洗就是三四
个小时。”

除了家人的不离不弃，村
委也为他提供了很多帮助。“比
如为我申请了救助补贴，还经
常带好心人来看望我。”陈其银
说，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给他
关心和鼓励，才让他更加坚定
了自食其力，用绘画改变命运
的念头。

“尽管我不是科班出身，但
是我每天都在创作中提高，我相
信我的作品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为我们一家三口增加一些收入，
改善一下生活。”陈其银说。

席友娣 吕洪涛 图文报道

自己瘫痪在床，父亲中风，儿子还在读书，凭着早年对绘画的喜爱，他——

拿起画笔，只盼能为一家三口增加些收入

陈其银瘫痪在床，每天靠年迈的父亲照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