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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周末关爱岁末行动”为爱心人士和困难群众实现了一场全城爱心互动，自上月中旬活动
启动以来，八方驰援纷至沓来，各界爱心频频涌现，为冬日的龙城增添了一道道温暖、靓丽的风景线

平凡你我的爱心和责任，汇聚成龙城向上向善的温暖力量

1 月 11 日，江苏常华律师事
务所和武进顺发出租车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和员工走进怀德苑
社区，买年货、送年货，积极响应

“我为群众办实事周末关爱岁末
行动”。

“好久没有到超市买年货
了，这一次，你们不仅送给我们
买年货的现金，还负责接送，我
们太感动了！”75 岁的陈建秋老
人肢体残疾，老伴身患脑梗，常
年服药，生活比较困难。老人平
时省吃俭用，难得去逛逛超市买
买东西。他们说，这一次常州常
华律所为他们送来买年货的善
款，武进顺发出租车爱心车队负
责接送，他们可以畅快地购买自
己喜欢的年货了。

此次活动中，江苏常华律所
为每户居民捐赠 500 元购物现
金，共计 3000 元善款。武进顺
发出租车有限公司出动爱心车
队，为社区困难居民提供暖心接
送服务。

“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些公益
活动，但经常苦于找不到受助对
象。这是我们第一次参与周末
关爱公益活动，我认为这个栏目
恰恰解决了这个难题。”常华律
所主任周国华介绍，除了捐款捐
物，律所的律师们还经常送法进

社区，“零距离”提供法律援助，
用专业知识服务社区百姓。

武进顺发出租车有限公司
和周末关爱结缘是在 2013 年年
底。当时，公司负责人谢军勇在
晚报上看到周末关爱在组织岁
末行动，便报名参与。除了每年
年底为困难居民提供过年大礼
包，他们还组织带老人游览西太
湖、带困难居民逛恐龙园、接送
自闭症儿童看电影等志愿服务
活动，让受助者的世界变得更
大，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至今，武进顺发出租车有限公司
已参与了 4 次周末关爱岁末行
动。

除了参与周末关爱公益活
动，武进顺发出租车有限公司的
爱心车队平常一直在帮助一些
行动不便者，接送他们到医院看
病。“每做一件好事，我都感觉特
别有成就感。这些成就感不是
来自别人对我的感谢，而是我的
行为能给别人带来生活上的自
信和温暖。”爱心司机蒋建文多
次参与周末关爱岁末行动，他
说，有力出力，尽己所能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是常州这座城
市向上向善的重要体现，以后他
还会继续积极参与这类公益活
动。

“可以畅快地购买自己喜欢的年货了”

1 月 7 日，伟星星福会工作
人员来到文笔塔社区东坡雅居
小区，为社区 10 位生活困难老
人送上油、米、春联等爱心物资，
用实际行动响应“我为群众办实
事周末关爱岁末行动”。

“马上过年了，你们看我来
啦，我感觉心里暖洋洋的。”76
岁的缪元方是独居老人，近年
来，老人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
只能待在家里。有时候，自己
做不了饭，只能靠亲戚和东坡
雅居自治小组的志愿者帮忙。
看到伟星星福会的爱心人士提
着油米和春联上门，老人很高
兴，提前感受到了节日的喜庆
和温暖。

“只有走进生活困难群众家
里，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
能提供什么。”伟星星福会负责
人，伟星管业常州分公司、常州
聚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
冷涛说，2014 年以来，他们参与
了每一年的周末关爱岁末行动，

每次参加都感受颇多，也更加坚
定了继续跟着周末关爱做公益
的决心。伟星星福会参与周末
关爱 7 年来，通过周末关爱捐助
的善款已超过30万元。

文笔塔社区书记卞文娟介
绍，该社区辖区内有一些老小
区，老龄化严重，如何关爱这些
老年人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
容。近年来，社区在社会各界的
支持下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不仅从物质上对老人提供帮助，
还在精神上给予支持，受到老人
们的欢迎。

与此同时，老人们也在传递
爱心。东坡雅居小区的老年人
在小区自治小组的帮助下成立
择菜志愿服务队，在夏秋季节，
帮助上班族和带娃族免费择菜，
受到社会的点赞。

“老人们接受了爱心，又传
递了爱心，这在我们小区已经成
为最靓丽的风景线。”东坡雅居
小区自治小组主任白惠娟说。

伟星星福会走进文笔塔社区东坡雅居小区，为
社区10位生活困难老人送上油、米等爱心物资

“你们看我来啦，我感觉心里暖洋洋的”

1 月 10 日是腊八节。当天上午，湖塘镇新
天地社区联合凯宴大饭店和路劲物业举办“腊
八送温暖，邻里关爱一家人”活动，用为社区老
人送腊八粥的方式响应“我为群众办实事周末
关爱岁末行动”。此次活动中，凯宴大饭店和
路劲物业准备了 200 斤大米、70 斤猪肉，熬制
了300份腊八粥，将温暖传递给社区居民。

“我今天拿到一份腊八粥，感觉心里挺温
暖的，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心。”新天地社
区老人蒋爱娣说，一碗腊八粥，让大家在寒冷
的冬日感受到“甜在嘴里，暖在心头”的关怀，
她特别感动。

“一大锅腊八粥大约要熬两三个小时，前
期还需要买好食材，所以我们提前几个小时就
要准备了。”据凯宴大饭店总经理蒋立敏介绍，
为了煮爱心粥，工作人员一大早就开始起来忙
活，准备糯米、赤豆、红枣、白果、花生米等食材
进行烹饪。

“这是我们首次参与周末关爱岁末行动，
饭店员工对周末关爱平台更加熟悉了，将来，
饭店会继续支持周末关爱、参与周末关爱。”蒋
立敏说。

凯宴大饭店和路劲物业走进
新天地社区，向社区老人送腊八粥

“甜在嘴里，暖在心头”

“每天，我都会在工作群里讲一下送年货的
事情。”吕旭辉是常州市东安五菱宝骏汽车总经
理，今年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周末关爱岁末行
动”活动中，他除了到新闸街道送年货和羽绒
服，还专门组织了爱心车队，协助常州四药公司
把40多个社区的年货送货上门。

“我为群众办实事周末关爱岁末行动”之送
礼包专题活动，于上月30日在常州四药公司启
动。当听说这次送年货活动需要车辆运输时，
常州市东安五菱宝骏汽车总经理吕旭辉第一时
间挺身而出，并很快成立送年货爱心车队。吕
旭辉介绍，年底是汽车销售的旺季，也是公司最
忙碌的时候，但为了让那些生活困难群众早日
拿到年货，加入爱心车队的十几名员工们都放
弃了休息时间，一有空就联系常州四药公司和
社区，把一份份年货及时送到社区。

“平时，我们专注于汽车销售，很少到社区走
访。这次活动，给了我们了解社区和社区困难群
众的机会，也更清楚了解到那些生活困难居民需
要什么。”常州市东安五菱宝骏爱心车队队员封
芹说，通过这次活动，她对周末关爱也有了更深
的认识，未来她将更多参与周末关爱公益活动。

截至记者发稿时，常州市东安五菱宝骏爱心
车队已经为25个社区送去年货。吕旭辉透露，预
计到20日左右，所有年货将全部送到社区。

常州市东安五菱宝骏汽车组织
爱心车队，送年货到40多个社区

送年货，
成了员工休息时间头等大事

常华律所、顺发出租走进怀德苑社区，为
困难居民捐送善款、提供接送服务

一个月前，钱国华的丈夫
闵志俭出院。在过去的半年
多时间里，闵志俭为了治疗肝
衰竭疾病，绝大多数时间都是
在医院度过。在这期间，钱国
华一直陪在丈夫的身边，对其
悉心照顾。

多少年了，钱国华家里没
有添置过大型物件，但在丈夫
住院期间，她却咬咬牙买了一
辆电动三轮车。车子是为身患
尿毒症的女儿买的，这样她就可
以一个人开着车子去血透了。

“家里两名重症病人，我
真的顾不过来。”钱国华介绍，
丈夫没有住院前，女儿每次血
透都由她陪着去。尽管女儿
已经 40 岁了，但在她眼中，仍
是自己最疼爱的孩子。

提起女儿，钱国华总觉得
命运不公，孩子年纪轻轻就被
恶性病缠上了身。“她在 20 岁
时身感不适，到医院一检查，
竟然患上了红斑狼疮这种吓
人的疾病。为了治病，我们去
过很多地方，花了很多钱，但
是一直没有治好，最后还患上
了尿毒症。”

钱国华说，为女儿治病期
间，由于用药过量，女儿患上
了股骨头坏死，导致女儿一度
无法行走。当时，为了治病，
家里已经没有了积蓄。但钱
国华心疼女儿，借钱为女儿做
了换骨手术，终于使女儿可以
重新下床行走。

这些年来让钱国华一直
操心的还有丈夫的身体。据
她回忆，丈夫在年轻时身体就
不好，曾患上严重的肺病，一
直进行药物治疗。后来，丈夫
又患上了严重的肝衰竭。

家里两个重症病人，一般

人很难挺过来。钱国华虽然
也曾痛苦万分，但考虑到这个
家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她也只
能调整好心态，以最积极乐观
的态度面对现实。有时候，同
学、同事以及社区的熟人遇到
她，也会为她加油，这给了她
很大鼓励。

“从年轻时到现在，我经
历的坎坷太多，自己强大的内
心也是在种种困境中锻炼出
来的。”钱国华和丈夫年轻时
都是工人，2000 年左右，两人
因公司改制而下岗和提前退
休。失去工作的他们，靠打零
工维持生活——钱国华到一
家私营企业去烧菜打零工，丈
夫闵志俭到一家塑料生产企
业打工，后来还做过保安。

两个人辛辛苦苦工作，挣
的钱大多用在了为女儿治病
上。后来丈夫患病后，钱国华
才不得已终止了打零工的日
子。这几年，钱国华把所有的
精力都用在了照料女儿和丈
夫身上。

“只要一家人整整齐齐、
团团圆圆，每天在一起，我吃
的这些苦又算什么？”钱国华
说，她会继续保持乐观心态，
让女儿和丈夫生活得更好。

丈夫身患肝衰竭，女儿身患尿毒症，
妻子依然对生活报之以歌，她说：

“一家人每天团团圆圆，
我吃的苦又算什么”

上期周末关爱走进新北区薛
家镇丁家村。刊发的报道中，44
岁的徐亚春患有尿毒症 11 年，与
妻子多年前离异。他身患重病，
到医院透析都是自己一个人独自
前往，早晚接送孩子、买菜做饭，
含辛茹苦将两个儿子抚养长大；
还有王祥琴，其丈夫 12 年前于睡
梦中去世，独生女儿不久后得了系
统性红斑狼疮，自己又身患癌症。
这两个家庭都历经风雨，但家庭成
员感情都很好，既不自怨自艾，也
不互相埋怨，而是紧握彼此的手，
不抛弃、不放弃。这种风雨同舟的
精神打动了不少读者，他们致电社
区，纷纷献上一片爱心。

周末关爱的老读者张女士就
是其中一位。作为常州晚报的忠
实读者，她每到星期五就会留意周
末关爱栏目，迄今已有 10 余年。
张女士有两个孩子，每年暑期，她
都会以两个孩子的名义捐善款。

第一次捐款是在大女儿读一
年级的时候。两个孩子看到报纸
上出现“徐先生、徐小姐”的名字
时，觉得很新奇。张女士说，她这
样做，就是为了告诉孩子，从小要
养成助人为乐的好习惯，要有一
颗爱心。经过这么多年的坚持，
爱心种子已在孩子心里生根发
芽。去年暑期，因为家里有点状
况，就没捐款。如今问题解决了，

两个孩子一直催促她献爱心，还
说一定要坚持做好事，不能半途
而废。张女士说，她希望能把奉
献爱心当作家风传承下去，她相
信，一个人可以带动一群人，一群
人可以温暖一座城。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张瑞江 3000元
梅先生 1000元
一滴水 1000元
随缘 1000元
徐先生 1000元
徐小姐 1000元
机器 seng 1000元
一微尘 500元

周末关爱的老读者以孩子的名义捐款

把奉献爱心当作家风代代传承

翻开清潭一社区的台账，上
面清清楚楚地记着残疾、独居、孤
寡、重病等困难人员的信息。近
年来，该社区在街道民政部门的
大力扶持下，积极引入社会组织
力量，开展共建项目，实现困难群
众的需求、资源、项目、服务的精
准对接，把公共服务、社会服务、
市场服务、志愿服务送到每一位
困难人员家中。

党建引领，志愿先行，积极发
挥党组织能效。清潭一社区党委
以网格为区块，以支部为单位，号
召党员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中，
充分利用党员“老熟人”优势，与
困难群众开展“一对一”“多对一”
的帮扶模式。党员志愿者们积极
投身于困难帮扶工作中。他们每
天一次走访，每周一次记录，为困
难人员、困难家庭提供心理疏导、
送菜上门、健康记录等服务，有效
解决了困难群众的生活困难与精
神困难，也在社区内营造出关怀
有爱的帮困氛围。

爱心项目，精准服务，有效利

用社会组织优势。近年来，清潭
一社区根据困难人员的服务需
求，每年都会引进专业的社会组
织，提供爱老助老、健康辅导、困
难帮扶、社区关爱等服务，从而
实现社会组织与社区的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精准帮扶。目前，
社区已形成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

的联动机制。在春节、中秋、元
宵、端午等传统节日中，社区与
社会组织联手，邀请困难群众与
居民一起开展送春联、包月饼、
品元宵、吃粽子等特色活动，并
通过“送爱上门”的形式，让困难
群众不仅可以更好地融入社区
生活，更加能感受到来自社区与
社会的关怀。

清潭一社区建立“党组织”+“社会组织”共建帮困模式

将社区的温暖传递到每一位困难群众心中

仲二保 无劳保，身患多种慢性疾病。 生活费
钱国华 丈夫患急性肺功能衰竭，女儿患尿毒症。 医药费
徐进英 颅内出血，丈夫双目失明。 生活费
郭大眼 妻子股骨坏，两个孩子都在读书。 生活费
李顺忠 患哮喘、高血压等多种疾病。 医药费
高文蓓 双肾萎缩，丧失劳动能力。 生活费
魏文友 妻子患肾积水，刚动手术，生活较困难。 生活费
龚建平 尿毒症患者，每周需血透，生活较困难。 生活费
高 航 19岁，一出生就因脑瘫导致多重残疾。 电视机
欣 芯 父母亲都是聋哑人，生活较困难。 生活费

有意者请联系清潭一社区，电话：13813657370

下面哪个微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钱国华悉心照料丈夫钱国华悉心照料丈夫

编号：473
姓名：钱国华
年龄：66岁
住址：清潭一社区
家庭情况：丈夫身患

肝衰竭等重病，女儿身患
尿毒症等疾病，她一个人
同时照顾两位重症患者，
用坚强撑起了一个家。

■本版文字 吕洪涛 庄奕 本版图片 吕洪涛

凯宴大饭店和路劲物业凯宴大饭店和路劲物业
向社区老人赠送腊八粥向社区老人赠送腊八粥

常州市东安五菱宝骏爱心车队的队员们放常州市东安五菱宝骏爱心车队的队员们放
弃休息时间弃休息时间，，把一份份年货及时送到社区把一份份年货及时送到社区。。

伟星星福会的会员们和东坡雅居小区伟星星福会的会员们和东坡雅居小区
自治小组负责人一起上门慰问老人自治小组负责人一起上门慰问老人

江苏常华律所向老人捐赠购物善款江苏常华律所向老人捐赠购物善款

武进顺发出租车有限公司的武进顺发出租车有限公司的
爱心车队接送老人到超市购物爱心车队接送老人到超市购物

清潭一社区充分利用党员清潭一社区充分利用党员““老熟人老熟人””优势优势，，与与
困难群众开展困难群众开展““一对一一对一”“”“多对一多对一””帮扶模式帮扶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