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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难救助档案

常州晚报
常州市慈善总会
常州市福彩中心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常州市价格惠民药店
急难求助电话：88066282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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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 500元
张瑞江 2000元
清凉寺 1000元
微尘 1000元
梅先生 1000元
伟星星福会 1000元
谐禾齿科 500元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小云（化名） 困难儿童，读小学，父母离异，父亲暂时无法团聚，和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 看场电影或午餐费
陶洪生 三无老人，生活不能自理，患脑梗，需长期服药，生活困难 药费和生活费
齐白桦 离异，因肺癌开刀化疗，2017年下半年肺癌转脑瘤，再次开刀化疗 医药费
王建萍 患白血病，治疗花费巨大，退休金两千多，丈夫失业，还要照顾瘫痪的婆婆 医疗费
王春红 因骑车摔倒致肢残二级，需接受康复治疗，医药费花费大，女儿读高中 康复器材或医疗费
王菊英 低保边缘，患肠癌，年老体迈 医疗费
小晨（化名） 白血病，目前休学在家。其父在家照顾女儿，母亲工作维持生活 医疗费
陈一琴 患乳腺癌，每月只有390元的居民养老补贴 医疗费
圣广阳 离异，无退休工资，因听力残疾无法工作 医疗费
杨坚 离异多年，因肺功能衰退失业在家，每月治病要花300多元 医疗费

有意者请拨打斜桥巷社区电话：88102160，13861283335

（周末关爱三）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上期周末关爱走进了武
进区南夏墅街道三河村委，
据工作人员介绍，村委有好
几户失独家庭，有的老人子
女去世后另一半也相继去
世，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无依
无靠，十分困难。报道刊登
后，村委工作人员不断接到
了打来的捐助电话，其中一
通电话，打来时已经晚上八
点半了。

三河村委工作人员蒋蕾
告诉记者，那天晚上八点多，
她正在哄孩子睡觉，接到了
一个捐助电话。“电话那头的
人说是谐禾齿科的工作人
员，想要捐款，别的什么就再
没多说。”蒋蕾回忆，当时两
人留了微信，对方很快通过
微信转账500元。“因为是晚
上，对方觉得打扰了我，所以
还一直说抱歉。”蒋蕾说，我
很感谢他们，只要是帮助贫
困户的，再晚也不算晚。

据记者了解，三河村党
总支下的工业支部在看到周
末关爱的报道后，计划对困
难户进行走访慰问。工业支
部以企业爱心人士为主，专
门设立“好人奖励资金”，用
于奖励全村助人为乐、见义
勇 为、孝 老 爱 亲 等 好 人 好
事。每逢重大节日，选取村
内五六户贫困家庭，为其送
上慰问品及慰问金。去年，
工业支部用于贫困家庭的帮
扶金总计8万元。

吕亦菲

爱心回应

晚上八点半打来了一笔捐款

晚上八点半
打来了一笔捐款

个子高高，白白净净，进门
就主动开口打招呼。看得出来，
小云的奶奶把她照顾得很好。

小云是社区的困境儿童，9
月份开学后就升六年级了。小
云的功课不算很好，小升初前
的这个关键暑假，小云没有上
培训班，小云的奶奶说，一个主
要原因是“钱不够用”。还有一
个原因是，去培训班一般要坐
公交车，小云晕车比较严重。

周岁过后，小云没有
再见过母亲，从小由奶奶
一手带大

社区工作人员说，小云是
社区的困境儿童，她的父母多
年前已经离异，在她周岁的时
候，她的母亲就离开常州回到
了外省的老家。小云的父亲因
为触犯法律，暂时不能跟她们
团聚，也无法提供经济上的支
持。

小云由奶奶照顾并一手带
大，她的奶奶今年 82 岁，腿脚
不太好，走路不稳便。

今年，小云奶奶的退休工
资涨到了 2900 元一个月。除了
水电气、手机费等固定支出，最
大的开支就是每日三餐了。小

云正在长身体，个子比奶奶都
高，在吃的方面，小云的奶奶是
舍得花钱的，从不亏欠孩子，牛
奶、鸡蛋必不可少，小云说自己

“无肉不欢”，想吃鱼、虾、肉，奶
奶会买了做给她吃。

小云个子长得很快，头一
年的衣服第二年就不能穿了，
小云的奶奶未免有些心疼。小
云的表姐也会送些自己穿不了
的旧衣服过来，“不挑剔，衣服
能穿就行。”

吃 穿 等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之
外，再想拿出点钱来去上兴趣
班、辅导班，就不那么容易了。

哪怕只是去半天的
免费夏令营活动，她都很
开心

小云奶奶说，从前也给小
云上过不少培训班，像拉丁舞、
游泳、声乐、书法、画画，因为种
种原因，后来陆续中断了。

提起学习，小云说，自己的
副课门门都是优秀，但是主课
就没那么好了，语数外三门主
课中，语文最好，数学最弱，英
语一般。特别是英语，进入高年
级以后，难度加深了。暑假期
间，因为不上辅导班，也没办法
和同学联系，不会做的题目只
好先空着。

经济原因之外，不能上辅
导班的另一个原因，是小云天
生晕车，所以必须要有人陪着
一起坐车。小云曾经单独坐公
交车去清潭的中天体育馆附近
上课，结果睡着了坐过了站，吓
坏了奶奶。小云跟记者解释说，
坐车的时候睡觉就不会晕车
了。

小云的奶奶也想陪着她外
出，但是她的腿脚不好，右眼做

过白内障手术后恢复了视力，
但看东西还是有点模糊，因为
甲状腺癌还开过刀。让孩子单
独一个人外出，她也不是太放
心。

暑假前，同学们讨论夏令
营的事情，那些要交几千块钱
的夏令营活动，她在心里记住
了最便宜的那个线路；天宁街
道 8 月 8 日搞了一个为期半天
的免费夏令营活动，尽管并没
完全搞清楚这个活动是做什
么，但是小云在奶奶接到活动
通知后就充满了期待，“太想去
了，哪怕只有半天。”

她想和要好的同学
一起，真真正正地去看一
场电影

时间进入8月上旬，暑假已
经过去了一大半，小云说，这个
暑假她只出了一次门，就是和
三个要好的同学去新华书店的
青果书房。一般的出门，就是陪
奶奶去菜场买菜或者去超市买
东西。

小云和奶奶的家，只有居
住权，家里没什么装修，没有座
机，对外联系全靠小云奶奶的
老人机。

暑假里，每天上午睡醒后，
小云在奶奶的督促下做作业，
不出门的时候就跟着奶奶一起
看电视，“奶奶喜欢看抗战片，
我跟着她把所有的抗战片都看
过了。”

小云家住在市中心，家门
半径 1 公里之内有好几家电影
院，但是她基本没有机会去看
电影，主要是没人带她去。在她
记忆里，上一次看电影还是去
年去看《捉妖记2》，那也是她有
记忆以来第一次进电影院。

小云说，有一次她坐公交
车路过一家电影院，看到好多
人手里捧着奶茶之类的吃的走
进电影院，她就很想有一天也
像他们那样，端着奶茶，抱着一
桶爆米花，和要好的同学一起，
真真正正地去看一场电影，“看
到搞笑的地方的时候，大家会
一起笑或者讨论剧情。”

张燕 胡艳 图文报道

即将升入六年级的女孩，这个暑假的心愿是——

想去电影院，真真正正看一场电影

编号：314
姓名：小云（化名）
住址：和平北路
家庭情况：社区困难

儿童，上小学，父母在她一
岁多的时候离异，父亲暂
时无法团聚，她和年迈的
奶奶一起生活

本报讯 本期周末关爱走
进了天宁街道斜桥巷社区。这
个地处市中心的社区，有不少
因为生病导致家庭困难的老年
群众。

今年 74 岁的陈一琴，家境
本来就不宽裕。因为没有固定
经济来源，前些年，她和老公顶
下了县学街上的一个报刊亭，

卖卖书报杂志，赚点钱补贴家
用。后来，生意越来越难做，他
们就将报刊亭转手了。

失去了一个经济来源，陈
一琴又遭遇了一个重大变故：
2016 年，她被诊断出患了乳腺
癌，由于经济拮据，她没有直
接去正规医院进行治疗，而是
找了一些偏方，这些偏方反倒

加重了她的病情。后来，她去
一院接受了手术和化疗，术后
在 家 专 心 养 病 ，由 于 身 体 不
好，再加上住在顶楼的 7 层，
她现在很少出门。在老伴的
悉心照料下，她现在病情还算
稳定。

已经 77 岁的陶洪生，住在
三家村，是社区的“三无老人”，

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又患有脑
梗，需要长期服药、有人照料，
陶洪生被送进了敬老院。陶洪
生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政府发给
他的每月 1800 元的“三无老
人”供养补贴，这笔钱不够维持
他 的 日 常 开 销 ，生 活 很 是 困
难。

（张燕 胡艳）

上了年纪，又生了大病，他们有些无助

奶奶去买菜，小云搀好了她一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