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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 关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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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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着妻子的手不松开，
是丈夫应尽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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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袁银坡在家洗衣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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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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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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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水
一微尘
微尘
张瑞江
俞先生

1000 元
1000 元
500 元
1000 元
3000 元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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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难救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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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不忘誓言的初心，方得爱情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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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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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刘翠华
张洪英
郑洪元
孙 龙
程海金
巢国庆
张建妹
周敏利
巢玉炳
滕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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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心愿
医药费
医药费
医药费
冰箱
医药费
医药费
医药费
医药费
洗衣机
医药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