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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8 点，王祥琴的女儿萍
萍（化名）骑上电动车，准备上
班。王祥琴不放心地谆谆叮嘱：

“过马路千万不要闯红灯；吃过午
饭睡半小时，人就不会累⋯⋯”虽
然听了已经有好几百次了，但萍
萍仍神色温柔地点头，没有半点
不耐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惟有
彼此才是相依为命的亲人了。

提 起 已 经 过 世 12 年 的 丈
夫，王祥琴仍然很悲恸。她和丈
夫感情很好，丈夫不浪漫，逢年
过节从不送礼物鲜花，但会疼
人。若是王祥琴有点头疼脑热
的小毛病，丈夫就会让她赶紧休
息，自觉自愿地做全部家务。然
而天有不测风云，2009 年一个
冬天的夜晚，她与丈夫和往常一
样入睡，可次日早晨，她百般呼
唤，丈夫就是不醒。她颤巍巍地
伸出手探探丈夫的鼻子，再摸摸他
的身子，已经冰凉了。“他上班时年
年体检，从没查出身体有什么毛
病，人怎么会突然就没了呢？”王祥
琴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厄运并没有停止到来
的脚步。那时萍萍从南通大学
毕业才一年，在一家企业做文
员。父亲突然说走就走，萍萍实
在接受不了，于是日日以泪洗
面，在路上走着走着，看到和父
亲年龄身形差不多的，就会泪如
泉涌。伤怀了大半年，萍萍逐渐
从丧父之痛中走出，可身体又不
对劲了——关节疼痛，严重时胳
膊抬都抬不起来，腿脚僵硬无法
走路。王祥琴赶紧将萍萍送去
医院，检查结果一出，王祥琴吓
得瘫倒在地——系统性红斑狼
疮。从那以后，萍萍就成了个

“药罐子”。最多时，一顿要吃12
粒激素药。服用激素又会出现
种种副作用，又不得不吃保肝、
护胃、强健骨骼的药。

萍萍的病情稳定才 1 年多，
2012年6月，王祥琴注意到萍萍

的面色发黄，手脚都肿胀得厉
害，往小腿肚一按就是一个坑。
王祥琴赶紧将萍萍送到医院，一
检查，属于极高危情况。王祥琴
当即将萍萍送往上海仁济医院，
没两天，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
她只能在心中不断祈祷：老天，
你行行好，把萍萍留给我吧，她
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了，
没有她，我怎么活啊？也许是上
天怜悯，在病床上躺了 40 多天
后，萍萍终于转危为安。

从那以后，王祥琴全身心地
呵护萍萍，萍萍的病情也日益稳
定，王祥琴本以为好日子就要来
了，可今年 5 月，她突然摸到胸
上有个肿块，前往医院一检查，
居然是乳房肿瘤。做手术、靶向
化疗⋯⋯萍萍忙前忙后，做饭、
送 饭、陪 床 ，整 个 人 瘦 了 一 大
圈。“萍萍有病，不能受累。这几
个月她忙得团团转，这几次定期
体检，多项身体指标都不合格。
我劝她多休息，少往医院跑，她
总说‘心中有数’，让我别担心。”
王祥琴说着，心疼溢于言表。

王祥琴说，这一路走来，经历
了许多坎坷，但也收获了许多温
暖。娘家的哥哥、妹妹和侄子这
些年一直默默贴补，萍萍以前常
年病假，她所在的公司一直支付
工资，从无半句怨言。萍萍上班
后，公司也主动将她调到了相对
轻松的岗位。生活很苦，但只要
能和女儿相守，总能尝到一点甜。

这位身患肿瘤的妈妈，和得了
红斑狼疮的女儿相依相伴

生活很苦，但能相守，
总能尝到一点甜

44岁的徐亚春理了个小平
头，看上去很精干。但他脸色有
些发黑，神色很憔悴。身患尿毒
症11年，长年透析，这些都在他
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2010 年，是徐亚春人生的
“分水岭”。此前，他开了一个修
理摩托车的小店，生意还不错。
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生活很和
美。2009 年年底，徐亚春总觉
得说不出的不舒服，脸色也黯淡
发黄。他到医院一检查，被诊断
为尿毒症。

此后，徐亚春每周要到医院
做三次透析，一次就是 4 个小
时。徐亚春说，他本来是家里的
顶梁柱，因为身患重病，变得需
要妻子照顾一辈子。妻子是沭阳
人，不能面对生活的重担，他能理

解。就这样，两个人和平离婚，两
个孩子都归徐亚春抚养。

离婚那年，双胞胎正上一年
级。徐亚春负责早晚接送，买菜
做饭，晚上陪孩子做作业，隔一
天就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到医院
做透析，日子过得艰辛又忙碌。
初中毕业后，双胞胎儿子分别在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和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念工业机器人和日语专业，
平时住校，双休日回家，他一下
子清闲了许多，就跟着老表打打
零工，给家里增加些收入。

徐亚春说，前几年，两个儿子
到了叛逆期，容易激动，有时候还
会乱发脾气。他念叨几句，让他
们好好学习，他们就表现得很反
感，他为此伤透了脑筋，可最近，

他觉得两个儿子明显长进了。大
儿子说要把专业学深学透，有一
门好手艺傍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小儿子说有信心通过对口单招，
到常州工学院继续深造。两个儿
子不约而同地表态：以后一定努
力工作，让他过上好日子。那一
刻，徐亚春忘记了过去的难，看
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这 位 身 患 尿
毒症11年的父亲，
为双胞胎儿子“让
他过上好日子”的
表态感怀

忘记了过去的难忘记了过去的难，，
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近年来，薛家镇丁家村把
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头，在全
面掌握社情民意后多措并举，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联村联到“网”上。薛家镇
丁家村自网格化工作开展以
来，构建以书记任网格长，村干
部任网格员，队长、妇女队长、
党员为信息员的网格化工作队
伍，线上“数字化”+线下“网格
化”，摸清村情民意，特别是空
巢、独居、残疾、困难群体，做到

“情况明、数据清、工作实”。以
此为基础，让困难家庭救助、临

时救助金等帮扶政策用足、用
实、用好，同时，对低收入户家
庭牵头开展一对一帮扶，织密
织牢爱心网。

干事干到“情”中。为了改
善村民的生活环境，丁家村持
续加大惠民生项目建设力度，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村里的主
路上、各队主路口路灯都安装
了路灯，照亮了村民致富道路
的同时也照亮了村民的心田。
为了丰富村民的娱乐文化生
活，丁家前宋广场建设成村级
文化广场，每年送电影、送演出

下乡，既丰富了百姓精神生活，
又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帮困帮到“心”上。为变
“输血”为“造血”，丁家村不断
致力于壮大农村产业经济。丁
家村作为萝卜主产区，遵循“寻
优推进，错位发展”原则，旨在
将小萝卜做成大产业。依托薛
家镇吕丁萝卜文创工场，集萝卜
种植（一产）、生产加工（二产）、
文化旅游（三产）于一体。当地
的困难群众除土地租金外，还能
在家门口务工，获得萝卜种植、
加工等方面的务工收入。

薛家镇丁家村把百姓冷暖放在心头

织密织牢爱心网，帮困帮到“心”上

“我为群众办实事周末关爱岁末行动”之送蔬菜专题活动，在清潭三社区正式启动。周末关爱携手
常州市慈善总会、常州小菜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把温暖送到44个社区的436户困难居民的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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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471
姓名：王祥琴
年龄：62岁
住址：丁家村委路家塘

62号
家庭情况：丈夫12年前

于睡梦中去世，女儿患有红
斑狼疮，本人身患肿瘤。

编号：472
姓名：徐亚春
年龄：44岁
住址：丁家村委野田里5号
家庭情况：本人患有尿毒

症 11 年，与妻子多年前离异，
自己抚养两个儿子长大。

王文华 残疾人，独自在家，两个女儿已结婚。 小冰箱
刘正大 儿子残疾，上班收入微薄，孙子有癫痫无工作能力。 洗衣机
王祥琴 丈夫早亡，本人患有乳腺癌，女儿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 取暖器
陈珍妹 本人心脏搭桥，丈夫身体不好，无收入无退休金。 洗衣机
张杏娣 年纪大身体不好，3个儿子已去世两个。 生活费
徐亚春 本人患有尿毒症，丧失劳动能力，双胞胎儿子在上学。 微波炉
宋忙大 女儿智力残疾，本人瘫痪在床。 生活费
谈华琴 原低保边缘户，老两口无工作能力，丈夫患有食道癌。 洗衣机
路志大 残疾人，瘫痪在床，家庭情况困难。 生活费
焦建平 患有尿毒症，丧失劳动能力，医疗费用巨大。 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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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琴在为女儿熬中药王祥琴在为女儿熬中药

徐亚春望着家徐亚春望着家
门口的地门口的地，，看到了一看到了一
个充满希望的明天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