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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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请拨打金坛区西城街道文化社区电话：82895347,15366811283

微心愿姓名 家庭情况

钱诗雨 8岁，白血病患者，需骨髓移植，治疗费用巨大 医药费
于一凡 2岁，听力残疾，需要动手术安装人工耳蜗，费用巨大 医药费
陈张予 19岁，父母离异，和母亲居住，白血病患者，生活困难 医药费
彭梦瑶 12岁，白血病患者，家庭生活困难 学费
陈菊华 丈夫患癌去世，本人刚做了乳房手术，生活困难 生活费
蔡 俊 离婚，智力残疾，儿子上学，生活困难 学费
王安建 他和弟弟均是智力残疾，靠年迈的老母亲照顾，生活困难 生活费
莫锁娣 80岁，癌症患者，生活困难 生活费
秦荣富 患有各种慢性病，常年服药，妻子肢体残疾 生活费
董林娣 患有高血压，需长期服药控制 生活费

有意者请拨打

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急难救助档案

爱心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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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本期周末关爱走进金坛西
城街道文化社区，该社区和以往
报道过的大多数社区和村庄有
很大不同。以往报道的社区和
村庄中，很少有几个孩子同时患
重病的情况，但在文化社区，至
少三个孩子患上重病。

该社区 8 岁的小姑娘钱诗
雨就在今年 9 月初被查出患上

了白血病，目前在苏州一家医院
接受治疗。钱诗雨的父亲告诉
常州晚报周末关爱记者，两个多
月，孩子的治疗费用已高达 40
多万元。其中，一半以上的费用
都是借来的。

一直以来，钱诗雨的父母都
是靠打工维持生活。这样，一家
的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两人

靠着节衣缩食，贷款买了房子，
每月的房贷在2000元。原本并
不富裕的家庭，在病魔的打击下
更加困难。

根据钱诗雨的病情，医生建
议为其进行骨髓移植。但是，骨
髓移植手术费用巨大，预计在
50万元左右。

“据说，做了骨髓移植，白血

病复发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
所以，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为
孩子做骨髓移植手术。”钱诗雨
父母说，他们打算把房贷还上
后，把房子卖掉，为孩子治病。
同时，社区也希望社会爱心人士
能伸出援手，帮帮这个可爱漂亮
的小女孩。

吕洪涛

8岁小女孩患上白血病

百万元医药费难倒父母

本报讯 上期的周末
关爱走进了新北区奔牛镇
东桥村社区。10 户低保
家庭的情况，引起了不少
读者的关注。

周末关爱常年的捐助
者梅先生、微尘、张瑞江、
清凉寺等，依旧献出了自
己的爱心。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梅先生通过电话联
系后，从常州市中心骑着
共 享 助 力 单 车 送 来 了
1000 元，“估计骑了有一
个小时不到，送完钱后，他
又骑着回去了。”这让村委
工作人员心生感动和敬
佩。

弓先生先是通过手机
短信和村委工作人员取得
了联系，其后，让他儿子通
过手机转账的方式，将爱
心款转给了村委工作人
员，请其代劳发放给 10户
困难家庭。对于这份爱
心，弓先生只说“尽自己的
一份力”，而当村委工作人
员询问其姓名时，老人只
字不提。

苏华通过电话联系，
本 人 到 村 委 捐 献 了 500
元，随后，去到了徐爱菊
家，看到其家庭条件后，又
单独给了徐爱菊一份爱
心，同时表示，愿意帮助他
们支持孩子完成学业。

（许昇 吴燕翎）

爱心回应

骑着共享单车，梅先生从市区到奔牛送关爱

冬天来了，天气转冷。对于
朱必琴来说，冬日的凉意更在心
头。儿子出生到现在已经 20 多
个月了，还不会开口讲话，耳聋的
毛病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

儿子出生，她还没来
得及高兴，就被接连的坏
消息击中

自从怀上二胎，朱必琴就对
小生命充满了无限期待。之前，
她有个女儿，一直想再要个儿
子，凑成一个“好”字。

儿子真出生了，她还没来得
及高兴，就陷入痛苦中。“儿子是
早产儿，为了保胎，我早早住进
医院。最终，他还是在 34 周就
出生了。一出生，医生就告诉我
们，孩子有耳聋的毛病。一开
始，以为是耳朵里进了羊水，后
来发现根本不是。”

为了确诊儿子的毛病，儿子
一满月就开始被朱必琴抱着到

处检查。儿子 3 个月大的时候，
最终被上海一家医院确诊为感
应神经性耳聋。

医生建议孩子长大一些进
行手术，植入耳蜗。好不容易等
到医生建议做手术的时间了，意
外又发生了。

“临到做手术时，医生告诉
我们，孩子被查出身患血液病，
身体没有抵抗力，不能做手术。”
于是，朱必琴陷入更巨大的痛苦
之中，她不敢去想孩子的血液病
究竟是哪一种，只是祈祷能有好
运发生。

为了儿子，她一家花
光了所有积蓄，还借了不
少医药费

儿子出生前，朱必琴一家过
得简单且幸福。“我们双方父母
年纪都大了，且身体不好。所
以，当时为了照顾女儿，我辞掉
了工作，没有麻烦老人家。”

朱必琴说，老公是做电梯维
修的，加班加点，月收入在 5000
元左右。一家三口靠着几千块
钱生活，虽然不多，但省吃俭用，
也够用了。

儿子出生后，家里的经济状
况急转直下。“为了保胎，我们花
了十几万元，其中大半是借来
的。而且，为了给儿子看耳朵，
东奔西跑，又花了好几万元。”朱
必琴粗略算了下，在不到两年的
时间了，他们一家已经花掉了二
十多万元。

虽然没有装耳蜗，但朱必琴
还是为儿子买了助听器。助听
器的花费也要近 5 万元，且每隔

3 个月都要去医院检查一次，每
次去都要花费几千元。

“挣的有限，花的却如流水，
我们的压力好大。”朱必琴说。

只要儿子能听到，会
说话，她愿倾其所有，做任
何事情

为了增加收入，多为儿子挣
些治疗费，朱必琴和老公也想了
不少办法。

在照顾两个孩子的同时，朱
必琴尝试做起了微商，卖一些儿
童用品。坚持了一段时间，生意
惨淡，她只好放弃。

后来，她买来缝纫机，代理
加工编织袋。但是，女儿需要接
送，晚上还需要辅导功课；儿子
需要上康复课，还经常到医院检
查，朱必琴的兼职并没有带来多

少收入。
她老公也曾努力做兼职。

“他选择做外卖员。但是，送外
卖时，他就会接到电梯维修的电
话。结果，两个工作都会受影
响，他只好放弃了兼职的念头。”

现在，朱必琴手里还有借来
的三万多元钱，这是为明年确诊
儿子的血液病准备的。

一旦确定血液病的种类，儿
子的植入耳蜗手术才有可能进
行。之前，他们也曾申请免费的
耳蜗，但由于一只耳朵没有达到
申请标准，只能自费手术。

“装一个一般的耳蜗需要近
20万元，好一些的近30万元，这
费用对我们来说太大了。但是，
只要儿子能听到声音，学会说
话，我愿倾尽所有，让我做什么
都行。”朱必琴说。

吕洪涛 图文报道

儿子一生下来就患有严重耳聋，她愿倾尽所有——

只盼儿子能听到声音，学会说话

编号：329
姓名：朱必琴
年龄：32岁
住址：金坛区西城街道

文化社区景阳花园
家庭情况：她的儿子患

有感应神经性耳聋，女儿在
上小学。为了给儿子治病，
家里花掉了所有积蓄，还欠
了近20万元的债务。

骑着共享单车
梅先生从市区
到奔牛送关爱

朱必琴介绍，儿子穿的衣服
大都是亲戚朋友送的。

朱必琴说 ，为了让儿子康
复，她愿倾尽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