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难救助档案

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有意者请拨打新北区巢湖社区电话：81581238；19952808728

微心愿家庭情况姓名

刘翠华 本人患白血病，丈夫做保安，两个孩子还在上学。 医药费
张洪英 突发脑溢血成植物人，一个月医药费上万元。 医药费
郑洪元 儿子精神分裂，本人收入低，还需赡养疾病缠身的老母亲。 医药费
孙 龙 爱人身患精神疾病。 冰箱
程海金 本人患有急性白血病，爱人患急性白血病已去世。 医药费
巢国庆 脑中风丧失劳动能力，妻子精神有问题。 医药费
张建妹 患有乳腺癌，爱人肢体二级残疾无劳动能力。 医药费
周敏利 低保户，患有尿毒症，每周需要透析两次，医疗费用较多。 医药费
巢玉炳 患有脑中风，肢体四级残疾，每月吃药费用较多。 洗衣机
滕 云 患有慢性肾病并带有并发症，无法上班。 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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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难救助档案

妻子退休不到半年就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丈夫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他说：

牵着妻子的手不松开，是丈夫应尽的责任
山药炖排骨、木耳炒鸡蛋、白

灼西兰花⋯⋯袁银坡在厨房里忙
着做菜，时不时看看时间。想到
妻子刘翠华做完化疗后惨白的面
色，他一阵心疼，当即加快动作，
想快点赶到医院，握住妻子的手
安慰她。

去年 3 月，刘翠华退休了。
做家务、听音乐、和朋友逛街⋯⋯
刘翠华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
没过多久，刘翠华就觉得时常头
晕、恶心，面无人色。她怀疑是体
内囊肿在作怪，于去年 7 月 23 日
前往医院妇科就诊。验血后，大
夫面色凝重，说血常规的几项指
标显示，她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刘翠华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回到家，她告诉了丈夫袁银坡这
个坏消息，并且说了自己的决定：
不想治了，听天由命吧。刘翠华
说，当时大女儿已经高二，马上就
要面临高考；小儿子上初中，将来
用钱的地方多的是，治这个病说
不定得好几十万，如果病没好，家
里的钱却全花光了，叫她怎么安
心？

袁银坡却说，不管花多少钱，
就算要卖房子，他也只有一个字：
治。夫妻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
执。袁银坡涕泗横流:“翠华啊，
咱们夫妻这么多年，感情是假的
吗？要是怕花钱就不给你治病，
我成什么人了？你是要我日日夜

夜都不安心吗？”
刘翠华最终妥协了。去年 7

月 25 日开始，她住院 28 天，进行
了第一次化疗。化疗大半年后，
见病情已稳定，今年 1 月，医生建
议可采用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法。
让袁银坡高兴的是，小儿子和刘
翠华配型成功了。袁银坡立即将
家里唯一的一套住房以低于市场
价百分之十的价格挂牌准备出
售。正在筹措医药费时，一盆冷
水朝他兜头浇了下来。医生说刘
翠华颅压过高，肺结节增多，肺积
液增多⋯⋯各项身体指标不符合

移植条件。
次日一大早，拿着妻子的就

诊记录和检验单，袁银坡乘着火
车赶往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
液科，挂了两个专家的门诊后，他
得到了相同的建议：维持化疗手
段。

在回程的火车上，袁银坡望
着窗外疾驰的风景，眼里泪光闪
烁。一个希望虽然破灭了，但他
不能放弃。如果连他都失去信
心，那妻子该怎么办呢？

从那以后，刘翠华又恢复了
在家住 35 天后，就到医院做 25
天-29 天化疗的生活。化疗回家
后的头半个月，刘翠华浑身无力，
十分虚弱，只能从早到晚地躺在
床上。袁银坡每天早上 4 点多就

起床，熬大骨汤、炒菜⋯⋯做好饭
后，他匆匆吃上几口，送孩子上
学，然后上班。可无论再怎么忙，
他都要给妻子泡上一杯黄芪当归
枸杞水。两个星期后，妻子面色
就会恢复红润，歇在家的妻子不
仅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还会给
他做好吃的。

袁银坡说，尽管妻子生了病
很不幸，但生活中还是处处有温
暖和希望。他的身体也有许多毛
病，如果正规入职，体检肯定不过
关。但一位企业家和他是旧相
识，同情他的遭遇，请他做保安。
妻子化疗住院时，他每天中午在
单位炖了营养汤送去，同事和领
导都十分体谅，从来没有半句怨
言。今年大女儿高考发挥得很出

色，考上了河南大学，小儿子也成
绩优秀，不用父母操半点心。他
相信，两个孩子一定都有光明的
未来。他呢，作为丈夫，责任就是
紧紧牵着妻子的手不松开，也许
牵着牵着，就不知不觉过了一辈
子。

上期周末关爱走进天宁区
清凉东村社区，记者采访了在
该社区做了 22 年保洁的陈增
才。他和妻子都年过古稀却仍
在为生活奔忙的经历，触动了
不少读者。报道一经刊出，就
有爱心人士联系到社区向这对
老夫妻伸出援手。

周末关爱的老朋友“一滴
水”就是其中一位。“一滴水”在
捐款之余，还特意提出要感谢
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干部行动
非常迅速，在我捐款后的 2 小
时内，就把爱心款送到了困难
居民手中。正是他们这种为他
人考虑、不怕麻烦的精神，才得
以在政府、爱心人士和困难群
众之间架起了沟通联系的桥
梁，为弱势群体牵线搭桥，传递
温暖，必须点赞！”

当清凉东村社区的工作人
员唐悦听到这一席话时，小姑
娘表现出了一些不好意思。“这
真没什么，我就是希望他们能

早点拿到爱心人士的捐款，哪
怕晚上多添个菜也是好的。”唐
悦说，因为平时工作中经常要
和这些困难居民接触，久而久
之大家就像朋友一样，能帮的
时候都想尽可能帮一把，这应
该是每个社工的职业素养和本
能反应。

周末关爱栏目运行已有15
年，正如“一滴水”所说的，为困
难群众实现微心愿都少不了社
区工作人员的牵线搭桥，不管
是斟酌困难居民名单，还是接
收、分配爱心人士的捐赠，都少
不了他们不辞辛劳的身影，值
得我们致敬。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梅先生 1000元
一滴水 1000元
一微尘 500元
微尘 1000元
张瑞江 3000元
俞先生 1000元

爱心人士的捐赠，2 小时内就送到了困难居
民手中，爱心人士点赞社区干部的“桥梁”作用

“早点拿到爱心人士的捐款，
哪怕晚上多添个菜也是好的”

爱心回应

上午 10 点多，祝惠萍和往常一
样，来探望躺在床上的张洪英。护
工给张洪英洗脸，清理口腔，准备鼻
饲黄芪营养液。张洪英则毫无感
觉，任人摆布。看着看着，祝惠萍眼
圈就红了，她喃喃自语：“嫂子，你快
醒过来吧。”

这原本是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然而一年多前，突然袭来的巨浪，让
这个家庭差点陷入绝境。

去年 5 月 16 日晚上 8 点多，张
洪英一边洗衣服，一边等待上晚自
习的儿子回家吃饭。洗着洗着，她
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于是和丈夫祝
卫文说有些头晕，想上床躺一会。
半小时后，儿子回家了，祝卫文便在
客厅提高嗓子喊妻子吃饭，喊了几
声无人回应，祝卫文便赶紧去看，一
看险些魂飞魄散：妻子躺在那儿一
动不动，身下已大小便失禁。

祝卫文颤抖着拨打了急救电
话，救护车随后赶到，将张洪英送到
医院救治。脑溢血、已经瞳孔放大、
必须立即开颅⋯⋯医生的话在祝卫
文耳边不停回荡，他看着妻子被推
进重症监护室，心里像刀割一般疼。

医药费也像山一样压在祝卫文
的肩头。张洪英每天的医药费以万
起步，积蓄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很快
便花得见了底。祝卫文不得已，想
卖了父母留下的一套 70 多平方米
的老房子。对着妹妹祝惠萍，祝卫
文嚎啕大哭，他用手捂住了眼睛，但
眼泪还是从指缝中汩汩流出。祝惠
萍也红了眼眶，同意了卖房。

张洪英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
多月，花去医药费 70 多万元。此
时，张洪英对外界刺激已毫无反应，
不能说话，肢体无自主运动，眼睛可
无目的地转动，貌似清醒，实则昏
迷，被诊断为“持续性植物状态”，也

就是“植物人”。在医生的建议下，
祝卫文将妻子转到另一家医院高压
氧科治疗，目的就是增加她的血氧
浓度，改善脑部血液循环，促进大脑
功能重建。但几个月过去了，仍是
收效甚微。主治医生就建议回家护
理。

祝卫文说，妻子离不开人，需要
贴身照料，他也想多陪陪妻子。可
妻子的药费是每月一笔很大的开
销，儿子上初三，也正要处处用钱。
他不出去工作，家里就要揭不开
锅。将张洪英接回家后，他请了一
位护工，还拜托妹妹隔三差五来看
看，他则起早贪黑地送快递。每天
早晨 4 点多，祝卫文起床烧早饭，收
拾家，6 点到快递站准备工作，晚上
8点半回家，和儿子一起吃晚饭。每
晚到家后，他的脚就像拖着铅块般
沉重，吃完晚饭后看看妻子，然后便
一头倒在床上。

医生对祝卫文说，真正进入“植
物状态”的患者，超过两个月后，恢
复机会就比较渺茫。护理费 6000
元，营养神经的药、鼻饲营养液等
4000 多元⋯⋯张洪英每月要花去 1
万多元。尽管经济负担很重，但祝
卫文从未想过放弃妻子，他说：“整
整齐齐才算一家人。也许明天，她
就醒了呢！”

妻子突发脑溢血成植物人，丈夫起草贪黑
送快递，维持着一个家。他说：

“整整齐齐才算一家人，
也许明天，她就醒了呢”

64 岁的杨亚凤，并不和
儿子儿媳住在一起。作为一
个“空巢老人”，她并没有郁
闷、心情沮丧等诸多空巢综
合症的症状。相反，她脸上
整天堆满笑容，说话里声音
都透着一股轻快，显得生机
勃勃。“我忙都忙不过来，哪
还有空闲想东想西啊？”杨亚
凤说，中午她要到一家公司
食堂做午餐，下午就要到三
井街道老年学校学唱歌、跳
舞，还要排练，准备演出。她
每天都过得十分充实，觉得
很幸福。

身 有 一 技 之 长 的 老
人，组建了7支团队

空巢老人，一般是指子
女离家后的中老年人。随着
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
巢老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
一 个 不 容 忽 视 的 社 会 问
题。 当子女由于工作、学
习、结婚等原因而离家后，独
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妇就会
因此产生孤寂、食欲减低、睡
眠失调、长吁短叹等诸多心
理失调症状。

10 年前，巢湖社区当时
的社区书记就开始关注起社
区空巢老人的心理状况。他
找到了当地一位企业家奚文
辉，请他担任社区老年协会
负责人，举办一些活动，丰富
社区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奚文辉想，他已经 60 岁了，
不愁吃也不愁穿，是不是也
该换一种活法，为社区老人
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再
三考虑后，他点头答应了，并
且说他绝不会只担个虚职，
一定会踏踏实实办一些实
事。

社区里许多老人看着“平
平无奇”，却都一身本领。会
唱戏的、学太极拳已有多年
的、摄影技术高超的⋯⋯只要
有一技之长，奚文辉就一一
揽于“麾下”，没多久，就请到
了 7 位委员，委员们很快又
建立了 7 支团队。老人们自
发组织了各种活动，排练节
目，自娱自乐，间或在社区演
出。

队伍华丽转身，家门
口的学校让老人笑开颜

“以前啊，总有老朋友抱

怨从早到晚、含辛茹苦地带
着孙辈，却得不到孩子的体
谅和感激；还有的每到双休
日就一大早起床，到菜场买
菜，在厨房忙活，等待孩子到
来，可周一到周五却过得冷
冷清清，整天愁眉苦脸。我
说你们就是太闲了，得找点
事情做。”奚文辉说，他亲眼
看到，参加老年协会活动的
老年人面色红润，声音洪亮，
眉梢眼角都是笑意，心里就
很满足。

几年里，队伍不断壮大，
人才济济。奚文辉就想，能
不能办一个老年学校，让更
多的空巢老人老有所学，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

2014 年 5 月，在社区、街
道的支持下，三井街道老年
学校正式成立。巢湖社区的
老年人看到学校就在家门
口，十分高兴，纷纷踊跃报
名。如今，300 多位学员里，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三井街道
巢湖社区的居民。

学校的课程安排得很丰
富，模特走秀、戏曲、声乐、形
体、太极藤球、抖空竹⋯⋯一
周7天里，每个上下午都排得
满满当当。每个学员都能从
中找到自己的兴趣。

学员有了展示自我的
大舞台，重燃生活激情

学有所成后，老年学校
也给了学员们展示自我的大
舞台。每年，老年学校都会
举办 10 多场公益演出。春

节、元宵、重阳⋯⋯每逢重大
节日，巢湖社区居民就能一
饱眼福。抖空竹、舞龙、旗袍
走秀、大合唱、说相声⋯⋯台
上演出精彩纷呈，台下观众
看得目不暇接，喝彩连连。

得到了肯定后，学员们
学得更努力了。82岁的于全
根，从学校成立的第一天起
就风雨无阻地学唱歌，如今
虽 然 年 事 已 高 ，但 精 神 矍
铄，国庆节前还参加了两场
演出。《人民军队忠于党》、

《唱支山歌给党听》⋯⋯他
唱得抑扬顿挫，饱含激情。
他说，儿子儿媳工作忙，一
个 月 也 就 到 家 里 来 几 趟 。
本来，他觉得日子过得很无
聊，但在这里，他找到了消
失已久的对生活的热情，如
今只觉得自己越唱越年轻，
只要还唱得动，就会一直唱
下去。

78 岁的张维华，是一位
数学教师，因为会吹拉弹唱，
也兼任音乐老师。5 年前，他
也成为了一名学员，参加了
音乐大合唱。他对摄影情有
独钟，每次演出都全程摄像，
过后发布到网络上。他说，
他也想让其他人看看，老年
人退休后并不是只能含饴弄
孙，他们也有自己的精神追
求，还能继续发光发热，传递
正能量。

老人们一个个打开了话
匣子，他们说得很多很多，到
最后，都会感谢社区、感谢奚
校长，给了他们第二个“家”。

子女离巢后，许多老人孤独寂寞，甚至产生了心理问
题。巢湖社区的老人有个家门口的学校，在这里，他们唱歌
跳舞，还能登台演出，展示自我

这里，就是空巢老人的第二个“家”

什么是夫妻？是大难临头各
自飞，还是同甘共苦、不离不弃？

祝卫文和袁银坡，在妻子突
然遭遇命运袭来的巨浪时，都不
约而同地作出同一种选择：不惜
一切代价，支持妻子，和妻子共同
面对人生中的种种风雨。

对这样的场景我们并不陌
生：结婚时，新郎与新娘在众人的

见证下许下一生的誓言：我愿意
她（他）成为我的妻子（丈夫），从
今天开始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
论是好是坏、富裕或贫穷、疾病还
是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誓言
代表着共结连理的初心，意味着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想得再多不如一次行动，说
得再好不如立刻行动。当两个人

结为夫妻时，也就意味着一种责
任在彼此间产生，既要保重自己，
也要对对方负责。家庭成员就应
该互相扶持，平等互助，相亲相爱
地走完完整的人生。如此，方无
愧于真挚而动听的誓言。不忘誓
言的初心，方得爱情的始终。

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夫妻，祝卫
文和袁银坡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不忘誓言的初心，方得爱情的始终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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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450
姓名：刘翠华
住址：新北区泰山花园

72幢
家庭情况：患急性髓系

白血病，丈夫做保安，辛苦支
撑一个家。

丈夫袁银坡在家洗衣做饭

编号：451
姓名：张洪英
住址：新北区泰山花园 52

幢
家庭情况：一年多前突发

脑溢血成植物人，丈夫起早贪
黑送快递，一人照顾一个家。

祝惠萍精心照料已经成了植物人的嫂子

学员们”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