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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心愿姓名

许 颖（化名） 身患癌症，需定期检查，无收入来源，儿子身体也不好。 医药费
俞素琴 失独家庭，患宫颈癌，常年需吃药调理，本人没有退休工资。 空调
方奶奶（化名） 高龄独居老人，每月仅几百元居民养老收入。 洗澡用取暖器、生活费
刘春芳 重残，长期瘫痪在床，无退休收入。

中枢恶性淋巴瘤，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治疗。 医药费
王夫生 肺癌，治疗花费高，家庭收入一般。 医药费
唐 悦 丈夫今年1月因病去世，儿子在读高中，自己没有工作。 生活费
老 贾（化名） 低保独居，住廉租房，患有胃癌，需定期吃药复查，无收入来源。 油烟机
马 军 退休工资微薄，去年肺癌住院开刀，目前每次化疗要三四千元。 医药费
小 陈（化名） 住廉租房，与父亲相依为命，患有罕见疾病，无法工作，无法自理。 医药费
高 伟 妻子因患脑瘤去世，孩子在读小学，自己收入不高。 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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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善举

急难救助档案

她说，“他实在是太好了，世上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他说，“我这辈子没看错人，晚年的时候有你的陪伴很幸福。”
他们，半路夫妻，丈夫因病先离她而去，相伴 20 余年的回忆，是她一辈子的宝贝。

“他烧的麻辣豆腐的味道，总在脑海里” ■本版文字 吕亦菲 庄奕
本版图片 王锐

走进俞素琴的家，偌大
的客厅只有一张吃饭的的八
仙桌摆在窗台边，家中没有
铺瓷砖，水泥地上铺了一层
塑料地毯，因为常年油烟的
影响，变得非常粘脚。

俞素琴家的日子过得并
不富裕，5 年前，俞素琴查出
患有宫颈癌，更是让这个家
雪上加霜。手术、化疗，一系
列的治疗花光了这个家几乎
所有的积蓄，值得欣喜的是，
俞素琴出院后恢复得不错。

然后，俞素琴和丈夫怎
么也没有想到，更大的灾难
在等着他们。就在俞素琴出
院后半年，女儿坠楼自杀身
亡让老两口备受打击。

“我那时还在上晚班，凌
晨 4 点回来的时候女儿还没
回家，我以为她是住在朋友
家了。”俞素琴的丈夫老沈回
想起当天的事依旧觉得是一
场噩梦。早上邻居敲门说在
树荫里看见女儿的身影时，
老沈还觉得自己女儿是不是
喝醉了睡在了外面，可当他
走近一看时，他当场吓得魂
飞魄散。“我一辈子都没法忘
记那样的场景。”那是老沈见
到女儿的最后一面，然而当
时俞素琴在娘家调养，赶到
家时，120 救护车已经将女
儿的尸体运走，警察也将现
场封锁，俞素琴连女儿的最
后一面都没有看到，她当场
瘫坐在地，几个人都没能扶
住，差一点昏过去。

公安部门最后调查的结
论是自杀，女儿没有遗书，没
有交代一句话，女儿为什么

选择结束生命成了永远的谜
团。“我们也后悔过，为什么
不多关心关心她。”花儿一样
的年纪，女儿才刚刚大学毕
业，踏上工作岗位，俞素琴
说，或许女儿有什么解不开
的心结，如果当时能够聊聊
天，开导一下，是不是就不是
这样的结局了。夫妻两人想
过无数个“如果”，但现实依
旧没有办法改变。

女儿的去世，更加重了
俞素琴的病情，也让丈夫的
身体状况一落千丈。丈夫有
糖尿病和高血压，常年需要
吃药。俞素琴经常住在三河
口的娘家，丈夫隔三差五会
带点东西去看她。这个家因
为女儿的离世，已经不成其
为“家”，看着破破旧旧的家
具，老沈感叹，“女儿不在了，
也没心思去换。”客厅的那个
空调十多年前搬进景秀世家
时就是买的二手的，如今早
已破败不堪，冬不制暖夏不
制冷。“如果有好心人的话，
就帮我换个空调吧。”

因为女儿离世，
这个家已经无法称其为“家”

换个新空调，
哪怕吹来一点点暖意，
也是好的

编号：459
姓名：俞素琴
年龄：68岁
住址：天宁区青

龙街道景秀世家
家庭情况：失独

家庭，患宫颈癌，常年
需要吃药调理，本人
没有退休工资，丈夫
工资微薄。

在天宁区青龙街道彩虹城社
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专职网
格员，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群众勤
务员”。有关自己辖区的困难群
众、空巢老人、特殊人群的情况，
他们心里都有一本账，对他们的
承诺，更是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
的初心和使命，用诚实守信诠释
了网格员的责任与担当。

今年 62 岁的朱建芳一退休就
加入网格员队伍，他负责的是景
秀世家的1至8幢，这8幢楼里，有
公租房居民，有拆迁安置居民，也
有商品房居民，他负责的网格困
难居民特别多。

刚上任的时候，朱建芳不了
解辖区情况，天天到小区的小公
园找人唠嗑，只要看见有年纪大
的人聚在一起，必定能看见朱建
芳的身影。“到群众中去了解群
众”，是朱建芳口中的“笨办法”。
但就是用了这个“笨办法”，朱建
芳在不到 6 个月的时间里将百余
户家庭的情况摸了个透。

本期周末关爱报道的方奶奶
也是他负责辖区内的居民，方奶
奶老伴儿走之后，打电话打得最
多的人就是朱建芳，每次方奶奶
打电话说有什么问题，朱建芳总
是在第一时间赶过来。记者当天
采访方奶奶时，他还在为方奶奶
修浴室的灯和家中的取暖器。

在彩虹城社区，这样尽心尽
力的专职网格员有很多，钱宏也
是其中一位。今年58岁的钱宏是
一名拥有 20 多年党龄的共产党
员，一次日常走访，钱宏发现某幢
10 层有一位古稀之年的空巢老
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闲聊攀谈，
对他家的情况有了大致了解：早
年夫妻离异，独子近期远赴沈阳
谋生，现在只剩视力残疾的他一

人在常生活，即使是买菜、理发这
些生活琐事，对他来说也有诸多
不便。作为该栋居民的专职网格
员，钱宏义不容辞地承诺：“以后
每个月就由我负责带你去剪头
发。”这一带就是一整年，直至现
在，钱宏仍旧每个月主动上门，

“老梁，明天要去理发了伐？”
最近一次理发后，老梁执意

拉着钱宏来到彩虹城社区，将这
普通却不平凡的事迹讲述给记者
听。“第一次见钱师傅他就说以后
每个月都带我剪头发，我还怕他
嫌麻烦，没想到他态度坚决，说

‘不方便也一定要办到方便’。我
让钱师傅带我去以前固定的理发
店，后来每次他都主动帮我跟理
发店老板联系好时间，带我去送
我回。他不光是上门陪我聊聊家
长里短解解闷，带我出去剪头发，
帮我打扫卫生，社区有什么符合
条件的福利他都记挂着我，小菜
园的活动他立马就帮我申请了，
现在每个礼拜他都把菜送到我

家。有这样的好人在，不光我的
生活更加舒心，我在外地的儿子
也更加放心了。”

景秀世家 17 幢有一户残疾困
难户，钱宏在走访后留下了联系
方式，并叮嘱他们有困难就打电
话给自己。8 月份，正值青龙街
道全面铺开老年人体检，钱宏上
门 提 议 带 老 两 口 去 医 院 做 检
查。老人不好意思麻烦钱宏，于
是钱宏每天上门给两人做思想
工作，“年纪大了体检少不了，更
何况是政府免费提供的。我一
定帮你们预约好，带你们去，再
送你们回来。”经过软磨硬泡，老
两口终于松了口。第二天，钱宏
冒着烈日，来回近两个小时，一
路推行将老两口送到医院，并且
全程陪同检查。

质 朴 本 色 中 映 射 着 诚 信 之
光 ，平 凡 举 动 里 蕴 含 着 友 善 之
德。因为这些网格员，让彩虹城
社区始终散发着彩虹般的温暖光
芒。

彩虹城社区有一群专职网格员，他们平凡举动里蕴含着友善之德

“群众勤务员”，个个心里有本百姓“民生账”

朱建芳上门为方奶奶维修灯具

家中空调早已年久失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