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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善举

帮扶纪事

丈夫不喜欢给人添麻烦，甚至包括他的妻子和儿女，妻子心疼又埋怨。
每每盼到孩子们回家团圆的那一刻，病中的丈夫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为了一家子的幸福，会好好保重自己”

上期周末关爱走进花
园南村社区。报道刊出后，
十多个来自各行各业的爱
心人士与企业伸出援手，把
爱心善款和物资送到花园
南村社区 10 户困难家庭的
手中。

陈先生在晚报上了解
到社区工作人员殷亚芳照
顾晗晗，担任她的“临时妈
妈”后非常感动，当即联系
社区工作人员向晗晗捐助
了 1000 元助学金。陈先生
表示，自己家也有像晗晗
这么大的孩子，他希望这
份爱心能给晗晗带来温暖
和激励，让她走向更好的
未来。

同样通过晚报了解到
王立珍一家正在给患先天
性心脏病的女儿筹集医药
费的“一滴水”，也联系到社
区工作人员，转账了 1000
元，并鼓励王立珍一家早日
战胜病魔。

“经过了解，我们才知
道，原来提供捐助的好心
人，不少是长期跟着周末关
爱做公益的爱心人士，我们
真的很感谢周末关爱这个

平台，感谢这些好心人！”花
园南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李
晓 婷 特 别 提 到 ，捐 助 了
4000 元的张瑞江，是一名
优秀的企业家，每周都向困
难家庭伸出援手；周末关爱
的“老朋友”梅先生，十几年
如一日，不论周末关爱走进
哪个社区，梅先生都不会缺
席。

“一份爱心，传递一份
力量，相信这些好心人的善
举会给我们这座城市带来
更多温暖和感动！”李晓婷
说。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张瑞江 4000元
陈先生 1000元
梅先生 1000元
李英 1000元
一滴水 1000元
薛先生 1000元
微尘 1000元
小菜园

十户人家的一年蔬菜
一微尘 500元
匿名老教师夫妇

1000元
阿福 1000元

有善款、有物资，还有鼓励

“他们的善举会给这座城
市带来更多温暖和感动”

爱心回应

主持人张泉灵曾说过
一个故事：在采访一位独居
的老奶奶时，她发现老人身
上 有 一 股 特 别 的“ 老 人
味”。被问及多久洗一次澡
时，老人回答：“我平时尽量
不洗澡。万一洗澡时我摔
倒了，摔瘫了，孩子的后半
辈子就都耽误了。”这位老
奶奶，宁愿忍受不适，也不
愿拖累孩子。

曾经听过这么一句话：
中国父母一生都以两种模
式 存 在——“ 在 线 ”和“ 隐
身”。只要孩子需要，他们
随时“在线”，为孩子鞠躬尽
瘁，无私奉献。年老体弱
时，再苦再难都一个人承
受，最害怕成为孩子的麻烦
和负担。

本期周末关爱记者采
访的两对老夫妻，是“中国

式父母”的典型诠释。钟祥
焕胃痛得厉害，可他却隐瞒
不说，原因是“儿子女儿工
作压力大，辛苦得不得了，
不能给他们添乱”。朱浩荣
裴小惠这对夫妻，都已过了
75 周岁，仍然亲手照料生病
的儿子，要为儿子燃尽生命
中的光和热。

《诗 经》有 言 ，父 兮 生
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
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
腹我。是的，父母对孩子的
爱，深沉如大海，广阔如天
空，一路走过，始终如一。
钟祥焕家，一到双休日就充
满欢声笑语，热闹得很，因
为，孩子们回来了，填满了
老人内心，让老人感觉像回
到了从前。那份幸福感，是
和钟祥焕一样的所有老人
内心都渴望的。

常回家看看

“我今年已经 70 多岁了，平时
自己一个人住，家里卫生都是我做
的，有时也做得力不从心。黄文华
每个星期都上门一次，总是帮我把
之前自己擦不到的高处以及藏在
拐角处的污垢擦得干干净净。她

一边干活一边与我聊天，排解了我
内心孤独感，她在我家干活的这段
时间，家里总是充斥着欢声笑语。”
70 多岁的丁仁川在亲手写的感谢
信中这样写道。

黄文华是新晨社区“初心”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者。这支队伍成
员约 20 人，都是中老年人，以“一
助一”长期结队服务形式，帮助辖
区里有困难的孤寡老人。

志愿者把老人家中的厨房、厕
所和阳台，还有老人平时摸不到的
窗户玻璃都擦得干干净净。看着
整个家焕然一新，老人心里都非常
感动。70多岁的顾志培说，他的指
甲偏厚偏硬，凹凸不平，加上眼神
不好使，怕伤着自己，很久才会剪
一次指甲。志愿者谢琴英注意到
后，就把他的手放入温水中浸泡变
软后修剪。除了做家务，谢琴英还
经常带着他到社区参加各种活动，
丰富他的精神生活。感动之余，去
年年底，顾志培亲手写了一封长长
的感谢信，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谢琴英说，每个人都会老去。
她相信，爱是会传递的。老人的感
谢，是最好的回馈和鼓励，让她更
有动力坚持。

两封感谢信两封感谢信，，传递大温暖传递大温暖

近年来，为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的温暖路，切实改善辖
区内困难群众的生活条件，新北区
新晨社区坚持把助老帮困当做重
要工作来抓，通过“三举措”精准帮
扶，让困难群众真正感受到社区的
关怀与温暖。

摸清底数，建立困难群众云数
据。社区深入小区摸排出辖区困
难家庭 70 户、残疾人 94 人、空巢
老人 17 人，对困难人员实行动态
管理，定期进行网格走访，全面掌
握困难群众的家庭情况、致困原
因、收入情况、亟待解决的问题等
等，为每个困难人员建立数据库，
做到底数清、数据明。

畅通门路，推进为民服务零距

离。创建党群中心“连心圆”服务
队、“初心”志愿队、“孝心”助老队、

“阳光”助残队、“护花”未成年教育
队、“晨韵”文化娱乐队“一圆五
队”，组织各志愿者队成员于元旦、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
阳节，以及不定期对社区低保、残
疾人、空巢、独居、困难等群体的老
人进行慰问关怀，平日里经常上门
了解老人们的生活情况，发现困
难，及时对接部门，帮忙解决。节
日期间社区精心组织丰富多彩的
健康知识讲座和文娱活动，送去含
有节日温暖的物资。同时引进社
会组织开展助餐、助乐、助行、助
洁、助浴、助医、助急“七助”服务，
开展对空巢、困难老人帮扶服务，

年均服务 15 次，服务人次约 330
余人。

精准帮扶，打造社区党建好口
碑。社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对受疫情影响在家的空巢
老人、困难居民、残疾人等每日电
话问询，还配合跟踪反馈、网格员
上门服务的方式，将关心和帮扶落
到实处。2021 年暑期，社区针对
困境青少年，联合党建联盟单位对
其资助补贴、结对帮扶，资助 2 名
困难青少年 1 万元帮扶现金。同
时积极宣传救助政策，对出现生活
困难的居民快速响应、快速介入、
快速保障，落实简化程序、简化材
料、简化审批的方式，确保救助金
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新北区新晨社区

精准帮扶“三举措”，困难群众享温暖

钟祥焕 患有胃部肿瘤，妻子视力四级残疾。 医药费
朱浩荣 患直肠癌多年，儿子离异且中风残疾。 医药费
何春秀 肢体二级残疾，儿子多重残疾，女儿白血病。 医药费
李 强 未婚，肢体二级残疾。 生活费
唐语辰 精神二级残疾，和爷爷奶奶共同居住。 生活费
曹建忠 女儿离异，与外孙均有智力残疾。 生活费
戴为国 听力二级残疾，无固定收入，与母亲居住。 生活费
吕桂凤 丧偶，独居，两个儿子都已去世，生活困难。 生活费
万槐英 患有癌症十余年，无收入无退休金。 医药费
陈耀明 患肺癌多年，妻子肢体三级残疾。 医药费

有意者请拨打新北区新晨社区电话：85951960；1333819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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