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早上 5 点不到起床，安排
好上高三的女儿早餐后，再从天宁
兆丰花苑社区骑电动车赶往永红
街道花园南村社区，接一个小女
孩，送她上小学——这样的生活，
殷亚芳已经坚持了半年多。

今年 41 岁的殷亚芳是花园南
村社区的一名社工。她接送的小
学生叫晗晗（化名），是一名困境儿
童，从小由外婆带大。外婆已过七
旬，患有残疾，年老体弱，现在走路
都需要搀扶，抚养外孙女越来越吃
力。

见孩子可怜，殷亚芳决定帮助
孩子。去年 9 月，自从晗晗上了一
年级后，殷亚芳开始每天接送其上
学，有时候还辅导功课。就这
样，没有血缘关系的两
人成为了“母女”，
殷亚芳成了一名

“临时妈妈”。
据 殷 亚

芳介绍，她
在 社 区 是
负责老龄
工 作 的 。
晗 晗 外 婆
是社区低保
户，这几年，
双方经常打交
道，渐渐地，双方
便熟络起来。

殷亚芳清楚地记得，
去年 8 月，晗晗外婆打来求助
电话，说孩子上学要网上报名，她没
有智能手机，不会操作，想找人帮
忙。接到电话后，殷亚芳马上放下手
头的工作，赶到晗晗家帮忙搞定了网
上报名。报名时，她还留下自己的联
系方式，并告诉老师，有什么事情可
以与其联系。

开学第一天，殷亚芳骑着电动车
从家中赶来，开启了接送晗晗上学的
日子。学校组织现场报名、分班、家
长加群等其他需要家长承担的责任，
殷亚芳全部包揽了下来。

“进班级群的时候，我直接注明
是晗晗妈妈，并特意找到班主任，把
晗晗家的特殊情况告诉了老师，请老
师帮忙保密。”殷亚芳说，这半年来，
孩子遇到什么困难，老师都直接联系
她。

老师说，孩子的拼音基础太差
了，殷亚芳就留在孩子家里为其辅
导功课。不仅如此，她还联系了七
彩童画艺术教育机构的老师，一起
帮助晗晗。“这个机构的老师很有爱
心，得知晗晗的情况后，他们没有丝
毫犹豫，便接纳了她。不仅免费为
孩子辅导文化课，还教孩子学习艺
术课。”

时间久了后，殷亚芳和孩子的感

情越来越深。有一天早上，她接晗晗
上学时，孩子突然喊了她一声“妈
妈”。“当时我就愣住了，觉得不好意
思回应。回家后，我跟老公说起这
事，他告诉我，‘人家小孩叫你妈妈，
你就得承担起这个责任。’”

丈夫的鼓励和支持给了殷亚芳
很大信心，她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
这个可怜的孩子带好。

当“临时妈妈”半年多来，除了督
促晗晗学习，周末有空的时候，殷亚
芳还会带着自己的女儿和晗晗一起
外出吃饭、玩耍。

令殷亚芳欣慰的是，晗晗从刚刚
入学时的不适应、调皮散漫、抗拒参
加课后服务，到现在守纪律、融入班
级大家庭，班主任老师发来的负面反
馈越来越少了。“刚开始上学时，孩子
的学习成绩很差。后来，孩子的学习
成绩突飞猛进，经常考 90 分以上。
有一次，她语文考了 99 分，大家都很
高兴，我也特别有成就感。”

今年 1 月，孩子的亲妈重新回到
家庭，殷亚芳便开始尝试“放手”。但
是，由于孩子亲妈与社会脱节太久，
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对孩子的教育也
缺乏足够的关注，这让殷亚芳心里很
着急。

“我去了几次家访，发现孩子的
学习滑坡很厉害。所以，我再次下决
心，决定再次承担起‘临时妈妈’的责
任，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殷亚芳说，
现在她又开启了接送孩子上学放学
和辅导功课的任务，她坚信只要用心
呵护，孩子肯定会茁壮成长。

“每次接孩子，孩子都会抱抱我，
喊我一声妈妈。我也早就把她当成
了自己的孩子。未来，我会陪伴孩子
一直走下去。我要一直做她的‘临时
妈妈’！”殷亚芳说。

一名困境儿童从小由外婆带大，如今年老体弱的外婆
照料孩子越来越吃力

社工殷亚芳当上“临时妈妈”

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有意者请联系花园南村社区：18915885958，83276479

微心愿家庭情况姓名

爱心回应

记者手记

急难救助档案

编号：477
姓名：王立珍
年龄：31岁
住址：花园南村

社区
家庭情况：女儿

患有严重心脏病，已
经数次住院，经历了
一次大手术。丈夫
患有不少疾病，一直
在工地打零工。

急难救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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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江苏省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成一件善事成一件善事

周末关爱周末关爱
16

李珍妹 脑梗中风，生活困难。 医药费
丁炳全 重度残疾人，妻子患有乳腺癌。 医药费
刘 平 离异，脑梗患者，女儿患有抑郁症。 生活费
晗晗（化名） 困境儿童，由外婆带大，外婆残疾。 生活费
王立珍 女儿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丈夫身体不好。 医药费
周阿保 儿子、妻子都是精神残疾人，生活困难。 医药费
浚浚（化名） 困境儿童，母亲失业，生活困难。 医药费
王巧英 尿毒症患者，常年吃药透析。 医药费
周丽娟 长期服用精神药物，生活困难。 生活费
陈德松 因意外成为植物人，生活困难。 生活费

在有“爱”的日子里，腾旺装饰老板带着员工，还有做橱柜的朋友，来修补他的家

“我是退伍军人，帮助困难群众是份内之事”

2 月 22 日一大早，周仲兴家
就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
是常州腾旺装饰的老板和员工，
看到上周五晚报周末关爱关于周
仲兴的报道后，他们第一时间联
系周末关爱栏目组，表示要实现
老人刷新房子的微心愿。

当天早上 8 点多，腾旺装饰
老板刘宏龙带着几名员工从位于
新北区的公司出发，驱车 30 多公
里来到周仲兴家。“时间急，供货

商来不及提供辅
材，所以只能亲
自来买。”刘宏龙
告诉记者，上个星
期天他们就来看了现
场，想尽快帮老人完成心
愿，所以这周就开始动工，但因
为供货商都在市区，一个是紧急
调货来不及，另一个是送不到南
夏墅这么远，所以辅材只能自己
亲自准备。一大早刘宏龙赶了 3

个地方，才将装修所用的腻子
粉、建筑胶水、乳胶漆买齐送到
周仲兴的家中。

没有直接开始上胶水，工人
架上梯子，反而拿着手中的油
灰刀将屋中明显翘皮的墙面全
部铲了下来。“看似简单的修补
工作其实很复杂。”刘宏龙告诉
记者，修复这种年久失修的老
房子，绝对不能哪里破了补哪
里，而是要把原来的油漆全部
铲下来，再重新上胶水，然后上
两遍腻子粉，最后涂上乳胶漆
才可以。刘宏龙指着原来翘皮

的地方说：“这个地方是明显要
脱落的，但是如果直接开始刷乳
胶漆，会导致周围的墙面受潮逐
渐脱落。可能我们这周帮他补
好了，下周周围墙面全都会掉下
来。”为了让周仲兴没有后顾之
忧住得安心，刘宏龙决定帮他把
天花板全部重新刷一遍，估算下
来整个工程的费用将近 6000 元
左右。

当天，刘宏龙还带着自己做
橱柜生意的好朋友来到现场，周
仲兴家的厨房虽然打了木柜，但
全都没有安装柜门，东西摆放进
去容易落灰，之前看到这样的情
况，刘宏龙就寻思着帮他做一套
柜门。“这样既美观又容易清理。”
刘宏龙说。

“要弄就弄好一点，我们希望
做好事就要做得尽善尽美。”刘宏
龙是一名退伍军人，之前从军 12
年，记者和他谈吐中，依旧可以看
到军人身上雷厉风行、踏实肯干
的美好品质。2013 年刘宏龙退
伍，因为家里人都是干与建筑相
关的行业，于是一开始自己跟朋
友合伙干装修，积累了一些经验
之后，4 年前，他独自创办腾旺装
饰。“我们的客户主要以转介绍为
主。”在刘宏龙的心中，口碑比什
么都重要，踏踏实实做服务正是

公司的经营理念。
上期周末关爱见报之后，曾

有多家装潢公司联系到栏目记
者，但最后都因为装修成本过高
选择放弃，只有腾旺承接了这项
微心愿。刘宏龙告诉记者，公司
平时经常参与一些公益项目，自
己也是常州星未来帮扶关爱基金
会的成员，无论是逢年过节去养
老院慰问还是帮助困境儿童，亦
或是捐助抗洪救灾，都有腾旺的
身影。“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嘛，帮
助困难群众理所应当，是份内之
事。”

“今天是2月22日，网上不是
说这是一个有“2”（谐音“有爱”）
的一天吗？”刘宏龙说，在这样一
个特殊的日子里做这样一件特
殊 的 事 ，对 我 们 来 说 ，意 义 非
凡。“虽然后面可能还需要几天
的工时，但我们希望尽快给老爷
子一个整洁的家，让老爷子住得
舒心。”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微尘 1000元
一滴水 1000元
一微尘 500元
李先生 500元
腾旺装饰为周仲兴修补房子

约6000元

■本版文图 吕亦菲 吕洪涛

花园南村社区有这
么一户困难家庭，牵动
着 社 区 和 不 少 居 民 的
心。王立珍和老公淳朴
善良，待人温和。但是
命运对他们的考验实在
是有些严苛，病魔的阴
影 紧 紧 缠 绕 着 这 一 家
人，让原本美满的家庭
喘不过气。

2018 年，天使一般
的女儿蕾蕾出生了，这
原本是一件幸福快乐的
事。然而紧接着，王立
珍一家却收到噩耗——
女儿被诊断为严重的先
天性心脏病。

此后，幼小的蕾蕾
开始与病魔斗争。从出
生到现在，她已经住院4
次。医生数次把蕾蕾从
死神手中抢回来。

“才 5 个月的 孩 子
便上了手术台。但是，
上 天 并 没 有 眷 顾 这 位
小天使，第一次手术失
败了。”王立珍说，女儿
的身体没有康复，但高
额 的 手 术 费 用 却 已 经
压 得 家 人 喘 不 过 气
来 。 蕾 蕾 第 一 次 手 术
就 花 费 20 余 万 元 ，王
立 珍 夫 妇 搭 上 了 全 部
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
了大半。

王立珍家没有老人
帮忙带孩子，为了照顾
病中的蕾蕾，她只得全
职在家打理家务照顾孩
子。王立珍的丈夫平日
在工地上做些零工，他

身体也一直不太好，患
有三高糖尿病以及男科
疾病。重压下，他的身
体状况变得更加糟糕。

“这两年，工地上活
越来越少，我们身上的
债 务 压 力 倒 是 越 来 越
大。”王立珍说，现在蕾
蕾 的 复 查 情 况 不 容 乐
观，医生建议尽快进行
第二次手术。而且，这
次手术难度大风险高，
需要前往上海实施。

“我们估算了下，第
二次手术需要十几万元
费用，这成了压在我们
心上的一块巨石。”王立
珍介绍，此前，在社区以
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已
筹集到一些手术费，但
仍然缺口很大。她希望
有好心人可以助他们渡
过难关，让蕾蕾这个孩
子如她的名字一般，未
来能如花蕾一样绽放。

4岁的蕾蕾患有严重先天性
心脏病，面对即将实施的第二次
手术，孩子妈妈希望有好心人助
他们渡过难关

让孩子的未来
如花蕾般盛开绽放

编号：476
姓名：晗晗
年龄：7岁
住址：花园南村社区
家庭情况：困境儿童，从小

由外婆带大。外婆身体残疾，年
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是社区
低保户。

殷亚芳为晗晗辅导功课殷亚芳为晗晗辅导功课

殷亚芳来到晗晗所在班级殷亚芳来到晗晗所在班级，，
和孩子们一起做元宵和孩子们一起做元宵。。

无论是逢年过节去养老
院慰问还是帮助困境儿童，
亦或是捐助抗洪救灾，都有
腾旺装饰的身影。

社区承担着党和政府联
系、服务居民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责任。近年来，花园南
村社区一直用心用情营造社
区温馨氛围，努力打造“三
做”服务体系，做网格居民的

“百事通”，做志愿服务的“多
面体”，做温馨节日的“暖心
灯”，不断加大力度帮扶关爱
辖区内困境儿童、重病重残
人员、独居老人等困难人群，
力争让每一位居民都能照到
幸福生活的阳光。

花园南村社区目前共有
14 个网格，各种情况不同的
困难人群分散在各个网格
中。自实施网格化管理以
来，网格员就当起了网格“百
事通”，哪户有困难，哪家有
情况，每一位网格员都了然
于心。

网格员们定期入户走访
巡查，详细掌握网格内每一
位居民的最新动态，对网格
内特殊困难人群做到周周

访、随时答。
在了解到困境儿童晗晗

监护人缺失，年迈的外婆身
患残疾，晗晗上小学遇到不
少困难时，网格员挺身而出
当起晗晗的“临时妈妈”，不
光解决了晗晗的上学难，还
给予晗晗许多学习上的帮
助，让晗晗健康茁壮地成长。

花园南村社区积极向外
联动多方力量，与各党支部、
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结对单
位等合作，组建了多支志愿
服务团队。

除了定期上门为特殊困
难人群提供免费测量血压血
糖、免费理发、修剪指甲、打
扫卫生等多项服务外，社区
还将法律咨询、政策咨询等
进驻网格，让居民在家门口
就能便捷咨询。

每逢寒暑假，社区的青
少年志愿队也会加入社区的
服务队伍，前往困境儿童家
中陪伴玩耍、辅导作业。他

们还前往高龄老人家中打扫
卫生，陪他们温馨聊天。

在中秋、重阳、春节等中
国传统节日来临之时，社区
一直牵挂着困难群众，总会
精心组织一些特色节日活
动，分批邀请困难群众参加，
让困难群众感知节庆氛围，
感受社区这个大家庭的温
暖。

社区工作人员还积极争
取上级部门的各项福利，筛
选符合条件的家庭上报，帮
助他们获得各项节日补贴慰
问，让社区困难群众真切地
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心与
关爱。

“以真心铺路架起爱心
的桥梁，以服务提灯照亮前
行的道路，希望我们持之以
恒的帮困工作，能真正让辖
区内困难群众走出生活的阴
霾，拥抱更好的未来。”花园
南村社区党委书记李晓婷
说。

花园南村社区用心用情营造社区温馨氛围

打造“三做”体系，精准服务每一位困难居民

“没有那么真挚的爱，不会做出那么
多感人的事情。”采访完这期周末关爱后，
记者不由发出感叹，感怀花园南村社区干
部们对居民饱含的真情，并付诸行动。

社工殷亚芳，讲起做“临时妈妈”
的故事是那么自然，讲起新“认”的小
女儿晗晗时，眼里满是母爱。说到动
情时，眼里泛着泪花。这半年来，无论
刮风还是下雨，殷亚芳始终没有放弃
接送孩子上学。

殷亚芳的同事说，这半年来印象
最深的，是殷亚芳总是最后一个离开
社区。因为晗晗要上延时班，她要在
延时班结束后去接孩子。“只有饱含最
真挚的爱，才会有一如既往的坚持。”

殷亚芳的同事冯艳如说。的确，这份
无私的爱，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

花园南村社区的关爱故事还有很
多，尤其是关爱困境儿童方面，已经成为
该社区一张“常有众扶”名片。近年来，
社区经常组织帮助困境儿童的活动，社
工们说，他们已经把这些儿童当成了自
己的孩子，他们坚信，孩子们在成长中遇
到的困难和不幸，都会被爱心战胜。

记者结束采访时，社区书记李晓
婷无意间透露一个消息：社区正在筹
备殷亚芳工作室，该工作室将由殷亚
芳领衔，发动社区工作人员，成立志愿
者团队，专门帮助社区困境儿童，让他
们得到更多关爱。

饱含深情饱含深情，，是因为爱得深沉是因为爱得深沉

帮扶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