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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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请拨打温寺村电话：83401054，13912346167

微心愿姓名 家庭情况

急难救助档案

爱心回应

编号：306
姓名：莫金春
年龄：60岁
家庭住址：罗溪镇温寺

村委东莫村23号
家庭情况：莫金春本人

肢体残疾，并患有抑郁症，
妻子乳腺癌开刀，夫妻俩早
年丧子。

“昨天我还做梦梦到儿子
了，嘴里还念叨着人不在家，
房间全是脏衣服，这个小佬，
也 不 知 道 把 衣 服 拿 给 我 洗
的。”说这话时，赵小玲红了眼
眶，一旁的丈夫莫金春，涨红
了脸，情绪似乎比她更激动。

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
个先来。这对夫妻，在多年前
历经丧子之痛，如今两个人都

疾病缠身，只能相互扶持着生
活。

曾经的壮汉，一场车祸
倒下了

在新北区罗溪镇温寺村，
莫金春曾经是小有名气的漆
匠：干活卖力，为人谦和，村上
人都愿意帮他介绍活干。

莫金春今年60岁，最早的
时候在家务农，做漆匠，也算
是半路出家。可是，47 岁那
年，他骑着摩托车和迎面而来
的另一辆摩托相撞，他当场晕
了过去。乡镇的医院没法救，
立马赶着送到了市里的医院，

“医生说是头脑里伤了，内出
血。”莫金春说，头颅受损，手
术后的后遗症就是半边的身
体瘫了。尽管经过锻炼有所
恢复，但是走路还是只能跛着
脚，还要依靠拐杖。“本来身强

力壮的，算是家里的顶梁柱，
你说一下变成这个样子，家里
的生活怎么办？”

车祸之后，莫金春丧失了
劳动能力，他被鉴定为肢残二
级，家里的生活质量也是一落
千丈：“以前干活累归累，但只
要你肯苦，收入还是可以的，
现在就只能拿着重残补贴生
活。”再回想当时车祸的那个
场景，他总是懊悔地说，自己
当时要是开慢一点就好了。

丧子之痛、抑郁症、乳
腺癌接连打击着这个家

莫金春和妻子赵小玲曾
有个儿子。儿子初中毕业后，
就开始跟着模具师傅做学徒
工，原本莫金春无法工作了，
家里多少还能指望儿子。哪
知道，儿子在 25 岁那年，被一
场车祸夺去了生命。“当时儿
子还谈着对象呢，都准备结婚
了，你看我们家，当时为了孩
子结婚还特意装修了一下，没
想到红事变成了白事。”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哪
能轻易走出。儿子出事后的
好一段时间，夫妻俩成天以泪
洗面，唉声叹气，左邻右舍、亲
戚朋友都曾劝慰过，但心里装
着事儿，痛，也需要时间抚平。

原本的壮汉一下成了病
秧子，人家的孩子过得开开心
心，自家儿子却再也回不来，
有一阵子，莫金春总觉得身体
不舒服，哪儿都堵得慌。一开
始，为了省钱，他还不肯去医
院，后来好不容易被亲戚带着
去了城里看病，诊断为抑郁

症。“他老觉得自己没出息，自
尊心受不了。”赵小玲告诉记
者，尽管在药物的治疗下，丈
夫的症状有所缓解，但是至今
偶尔还是会突然郁郁寡欢。

不仅是莫金春，赵小玲在
接连的打击后，身体也大不如
前。前些年，她被检查出乳腺
癌和乳房纤维瘤，前后一共动
了三次手术。没了儿子，丈夫
的身体又是那样的情况，三次
住院，照顾赵小玲的不是亲戚
就是邻居，病房的病友听说了
他们家的事，都感叹不容易。

这对贫困夫妻，如今是
彼此最后的依靠

莫 金 春 说 ，有 时 候 人 活
着，觉得比死要苦多了。

赵小玲出院回家后，身体
没有恢复，莫金春就靠一只
手，在灶台前忙活，给妻子做
些吃的。“那时候也没什么要
求，泡饭、笃烂面，或者一个蔬
菜一碗饭，凑合能填饱肚子就
行了。”

如今，赵小玲每年还要到
医院复查，药也得定期吃，但
是对这个依靠政府补贴的家
庭来说，这些医药费是一笔不
小的负担。

这个家，还是当年装修的
样子，但是几乎没什么电器，
赵小玲的胃也不好，甚至都吹
不了电扇。他们没别的心愿，
就想着，妻子身体不好的时
候，莫金春能省些力，单手做的
饭，有个微波炉热一热，不用再
拄着拐杖到灶台前热饭了。

季清 吴燕翎 图文报道

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历经丧子之痛——

贫苦多病夫妻相依为命走下去

上期周末关爱走进金坛区
薛埠镇上阮村，这是本栏目首
次走进该村。

村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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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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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他的故事后，常州领匠装
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带
领部分员工，驱车近两个小时，
赶到上阮村，到陈其银和另一
位困难村民阮雪娟家中探望，
并分别向他们捐助 2000 元现
金。常州领匠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的员工们被陈其银自立
自强的精神打动，除了捐助现
金，还为其购买了一批绘画用
的物料。

常 州 佰 尚 嘉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也 参 与 了 本 期 周 末 关 爱 。
他们委托市食品协会负责人
为 困 难 居 民 送 来 1000 元 现
金，还送来一箱公司新近研制
的休闲食品——手工雪菜卷。
该公司负责人盈志家表示，通
过报道得知阮雪娟有一个上小
学五年级的女儿，正是长身体
的时候，所以为他们准备了休
闲食品。“如果他们一家喜欢
吃，我们公司可以长期邮寄给
他们。”

吕洪涛

捐款捐物，
他们的爱心
令人感动

常州佰尚嘉食品有限公司
1000元、休闲食品

微尘 1000元
清凉寺 1000元
梅先生 1000元
伟星星福会 1000元
谐禾齿科 500元
常州领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4000元、绘画器材和生活用品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本报讯 本期的周末关爱
走 进 了 新 北 区 罗 溪 镇 温 寺
村。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 10 户家庭的生活都挺不容
易的，家中有孩子的，双亲不
全；还有不少都是老夫妻俩，
因为各种原因指望不上子女，

还得帮着抚养孙辈。
季洪法自己身患重病，可

是儿子去年因病去世，白发人
送黑发人，留下一个小孙子给
老人抚养；谢鹏飞老人70多岁
了，如今因为腿骨折行动不
便，他的儿子一个人带着孩子

生活，不便的时候，老人也得
帮把手；陈何秀老人 70 多岁
了，患有各种慢性病，因为儿
子一直单身，身体也不好，母
子俩相依为命⋯⋯

“在征集微心愿的时候，
大多数家庭其实都没什么特

别的要求，对他们来说，生活
一直很艰苦，所以家电之类
的，都不敢提要求，怕费电，而
米、油等生活用品，对他们来
说，才是最实在的吧。”社区工
作人员说。

（季清 吴燕翎）

对于困难家庭来说

米、油等生活用品，是最实在的需求

这对老夫妻，如今相互扶持走下去。

莫金春 本人肢体残疾，妻子身体也不好，早年丧子。 想要一台微波炉
季洪法 本人身患重病，儿子去世，小孙子还在读书。 想要一台微波炉
宋丽娜 丈夫服刑，她独自抚养女儿，女儿还在读小学。 想要一个电饭煲
谢鹏飞 因意外导致腿骨折不能行动，还要帮助离婚带孩的儿子。 想要一台落地扇
顾亚鹏 肢体残疾，上有近80岁老母，独生女在读高中。 想要一台微波炉
陈何秀 本人年老体差，儿子单身，身体患有多种疾病。 想要米、油等生活用品
莫腊生 夫妻二人养育孙子，儿子服刑多年。 想要一个电饭煲
钟 华 一户多残家庭，家有老母要扶养，儿子还在读小学。 想要一台微波炉
戴云春 夫妻两人都是残疾人，女儿工作一般。 想要米、油等生活用品
凌才龙 凌才龙和儿子患有慢性病，儿子离婚，家有小孙女在读书。 想要米、油等生活用品

有意者请拨打温寺村电话：83401054，1391234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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