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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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请拨打东方社区电话：86573962；18961268358

微心愿姓名 家庭情况

急难救助档案

爱心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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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逸伟眼里，除了小时
候曾短暂地看到过这个世界，
40 多年，她所看到的一切一直
都是模糊的。那个时候她太
小，早已不记得这个世界长什
么样，也不记得含辛茹苦带大
她的妈妈长什么样，自己十月
怀胎生下的儿子，如今都已经
中专毕业，孩子成长的每一个
阶段，她虽然都亲身参与，但却
没有办法亲眼见证。她的母亲
倪荷珍如今已经 74 岁，一直在
她身边照顾她，七十多平方米
的房子，祖孙三人住在一起。
在谢逸伟心里，妈妈这多年来
寸步不离地保护着她，就是她
的“眼睛”。

因为视力障碍，她小
学三年级就退学了

“她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
总是撞床脚、撞墙上。”倪荷珍
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并没有觉
得 是 什 么 大 事 ，根 本 没 有 在
意。直到谢逸伟上小学之后，
因为视力差学习成绩一直上不

去，才决定去医院检查一下。
检 查 结 果 让 倪 荷 珍 吓 坏

了，“医生说她眼睛底板坏掉
了，没有办法医治。那个时候
她刚上小学三年级啊！”倪荷珍
没有办法想象女儿今后的生
活。“都怪我，如果我早点发现
就好了。”倪荷珍陷入了深深的
自责中，她告诉记者，一个女人
带孩子不容易，她爸爸在她6岁
的时候就因为心肌梗塞去世
了，自己沉浸在丈夫离世的悲
痛中缺少了对孩子的关爱。

因为视力障碍，谢逸伟学
习跟不上，读到三年级也就退
学了，此后就一直待在家里。

1998 年，谢逸伟经人介绍
到织布厂工作，“厂里有专门给
残疾人提供的岗位，工作强度
不大，我一开始也能胜任。”谢
逸伟倔强地想通过自己的劳动
证明自己，然而她的视力却一
直在退化，直到她在工作中出
了一次严重的失误，她被辞退
了。

每次看到别人悉心照
料残疾妻子，她总会羡慕

可是，坚强的谢逸伟并没
有放弃寻找工作的机会，几经
打听，她成功得到原常州申龙
纺织品有限公司上班的机会。

“那个时候她已经几乎看不见
上班的路了。”倪荷珍回忆，我
就拜托她的同事上下班带她同
行。“作为回报，我一个月给她
同事买一包‘大前门’香烟。”倪
荷珍说道。

一个月 200 元，虽然钱不
多，但那时候的谢逸伟觉得很
满足。可是 2012 年企业拆迁

搬新厂，原来在工厂工作的残
疾人都被辞退，谢逸伟又一次
失业了。

那时的谢逸伟不仅工作不
顺利，而且饱受婚姻家庭的折
磨。“我们以前住在村上的时
候，她老公总趁我不在家的时
候就对她拳打脚踢。”倪荷珍提
起 这 个 女 婿 ，就 气 不 打 一 处
来。每次参加残联组织的活
动，看到别人的丈夫悉心照料
残疾的妻子，谢逸伟总会忍不
住羡慕，倪荷珍看在眼里，心疼
在心里。“好在，现在外孙大了，
学会保护她妈妈了。”倪荷珍
说。

家电坏了，只能拍拍
打打凑合着用

如今，谢逸伟的丈夫在外
面工作也难得回家住，祖孙三
人住在七十多平方米的房子
里。两间卧室，倪荷珍和外孙

共用一间。“他虽是我从小带大
的，但孩子现在毕竟大了。”倪
荷珍一边叹气一边告诉记者，
外孙毕业后已经找到了工作，
工资虽然不多，但她相信，只要
孩子踏实肯干，一定会有好的
发展。

现在，母女两人的生活来
源只有谢逸伟的重残补助和倪
荷珍的退休工资，可两人都有
糖尿病和高血压，尤其是倪荷
珍，除了吃降血糖的药，每天需
要打三十多个单位的胰岛素，
两个人光医药费一个月就要花
掉 1500 元。“家里的油烟机、煤
气灶、电饭煲等家电都是社区
帮忙配置的。”倪荷珍指着坏了
好久的微波炉告诉记者，家电
坏了，就拍拍打打凑合着用，实
在用不了，也没有闲钱添置新
的。

对母女俩来说，眼下一台
新的微波炉或许是她们最需要
的。 洪琴芬 吕亦菲

40多年，她不曾清晰地看过这个世界，全靠母亲的照顾，在她心里——

74岁的妈妈就是她的“眼睛”

40 岁，正是作为家庭的顶
梁柱在外打拼的年纪。可栾振
强的 40 岁，不仅自己需要被父
母照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
全靠六十多岁的父母照料。

栾振强从小患有小儿麻痹
症，父亲栾学堂和母亲王家荣
带着他辗转保定、上海等地，开
了三次刀，也没有能医治好他
的腿。来常 20 年，父亲栾学堂

就靠跑腿给人家送印刷好的名
片养活了一家人。

9 年前，栾振强经人介绍娶
了小自己 10 岁的妻子，可妻子
由于智力残疾，连自己都照顾
不了，更别说帮忙照顾栾振强
了。孙子出生后，老两口为这
一家三口操碎了心。

提到孙子，栾学堂眼里满
是 喜 悦 。“ 孩 子 争 气 ，学 习 成

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家里没
有人能辅导孩子做作业，栾学
堂不管再贵，也要给他报晚托
班。暑假，他还给孩子报了英
语 补 习 班 和 写 字 班 ，“9 月 份
他就要升三年级了，可不能让
他落后在起跑线上。”栾学堂
说。

如今，一家五口的经济来
源只有 2200 多一个月的低保，

可在老两口心里，苦了谁也不
能苦了孙子。马上开学了，栾
学堂不禁开始算起了一笔账，

“晚托班一个学期要 3600 元，
开学的学杂费怎么也得 1300
元左右。”栾学堂叹了口气，接
着说道：“家里这两个月的低保
我们都没有取，就是留着给孩
子开学用。”

洪琴芬 吕亦菲

家里两个月的低保没有取，就是留着给孙子开学用

栾振强 低保家庭，本人肢残，妻子智残，儿子小学在读。 一个新的羽毛球拍
谢逸伟 视力残疾，靠年迈的母亲照顾她和儿子，两人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微波炉
任雪康 本人肢残，孩子因强直性脊椎炎，肢体残疾。 生活费
赵 洁 本人肢体残疾，去年更换股骨头，女儿还在读大学。靠低保补助生活。 资助女儿部分学费
杨秋花 本人智力残疾，没有经济来源，孩子小学在读，丈夫肝炎住院，断了经济来源。 生活费
杨小芬 前年儿子因病去世，今年两夫妻遭遇严重车祸，断了经济来源，治疗费用巨大。 医疗费
李依良 失独家庭，妻子智力残疾，家庭生活困难。 生活费
庄 严 因病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女儿刚上初中，家庭重担都在其妻子身上。 生活费
蒋茂福 年事已高，一个儿子去世，另一儿无工作，依靠蒋茂福的退休金生活。 生活费
毛云福 夫妻二人仅有基础养老金，毛云福因病多次住院，医疗费用花费较大。 医疗费

有意者请拨打东方社区电话：86573962 ；18961268358

（周末关爱组稿三）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上周，周末关爱走进金坛
区尧塘街道下庄村。下庄村老
龄化比较严重，尤其是一些老
人，年纪大了，丧失了劳动能
力，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大都
靠农保或政府其他救济维持生
活。像我们报道中提到的王洪
庚老人，今年 75 岁了，身患心
脏病等疾病，每月靠几百元的
农保生活，还要独自一人艰难
抚养外孙。

报道刊出后，下庄村委接
到不少热心读者的电话，纷纷
对这些困难村民进行捐助。除
此之外，还有一些爱心人士，专
程从市区赶到村委，献上爱心。

公益组织伟星星福会的工
作人员就驱车一个多小时，冒
着高温来到下庄村。“他们表
示，不管多远，他们也要到现场
来看看，只有亲眼看到了，才更
加明白捐助的意义。”村委负责
人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原本
伟星星福会要捐助1000元，但
现场决定又多捐助了一些。“他
们说，路程这么远，来一趟不容
易，今天多捐1000元吧。”

下庄村委工作人员说，好
心人的善心和举动太令人感
动，他们要号召全村人，向这些
好心人学习。

（吕洪涛）

爱心回应

“来一趟不容易，今天多捐1000元吧”

“来一趟不容易，
今 天 多 捐 1000
元吧”

微尘 1000元
张瑞江 2000元
常州清凉寺 1000元
梅先生 1000元
李云波 500元
陈思、徐静、陈君浩 500元
俞骏程 油、米
尧塘中学99届壹基金 3000元
常州南城寺 3000元+物资
伟星星福会 2000元
下庄村委党员干部 2570元
尧塘街道办事处 2000元
陆女士（捐赠上上期周末关爱）

1000元

（周末关爱组稿五）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编号：316
姓名：谢逸伟
住址：武进区湖塘镇东

方新村
家庭情况：谢逸伟从小

患有视力障碍，结婚后丈夫
对自己不闻不问，全靠年迈
的母亲照顾自己和自己的
儿子。母女二人都患有高
血压和糖尿病，生活艰苦。

谢逸伟平时需要扶着墙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