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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家里3口人，也是3个病人，常年卧床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光。幸运的是，一
位好邻居接下了照顾这一家子的重任，让这个家依然流淌着温暖。

病人的要强和坚强让邻居感叹。“哪怕是上厕所，她也不想让人扶，要自己爬起来。”“开完刀之后不能干
重活、不能劳累，可他还是会下床找点事做做。”对于他们来说——

在躺椅上晒晒太阳，一个渴望却不遥远的梦想 ■本版文字 陆青 吕亦菲 庄奕 本版摄影 王锐

急难救助档案

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所有
为人父母所希望的，蒲元珍、吴常军
夫妇却未能如愿有个健康的宝宝。

6 岁的吴昊轩是蒲元珍 40 岁
才生下的儿子，“我生他时还没满
月，就感觉他眼睛不对，他两边眼
睛容易流眼泪，像是青光眼，一出
去见光就往我怀里钻。”

于是蒲元珍带着儿子到上海
看病，小轩轩确诊患有先天性白
内障，四个月大时就做了小梁切
除术。没想到随着小轩轩渐渐长
大，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多，白内
障越发严重，还诊断出患有脑瘫，
2019年年初，又被查出肾脏问题。

蒲元珍回忆，当时医生一看，
就问孩子眼睛有问题吗？她说
有，医生问大脑有问题吗？她也
说有。接着医生就说可能百分之
百是眼脑肾综合征，后来建议做
个基因报告，基因报告结果出来
后确诊了，医生说你也不要看了，
就吃点药控制控制。“当时听到医
生的这句话心都要碎了。”

眼脑肾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
连锁隐性遗传病。临床上以先天
性白内障、智能低下以及肾小管
酸中毒为特点，男性多见，出生时
缺陷就存在，症状多出现在婴儿期
或更晚。眼脑肾综合征目前治疗
上尚 无 突 破 ，仍 以 对 症 治 疗 为
主。眼部可通过小梁切除、晶体

切开以及前玻璃体切除手术。脑
部由于存在的各种神经系统畸形，
缺乏有效治疗药物。肾脏可根据
发病症状进行一些药物控制。但
绝大多数病人常因继发感染或进
行性肾功能衰竭死于儿童期，但也
有极少数活到成年的患者。

“医生是这么说的，到后来可
能就瘫在床上，医生跟我们说后面
要做好准备，孩子后面发病会更
重。”蒲元珍说，严重的就是失明。

为给孩子看病，夫妇俩多年
的积蓄都已耗尽，治疗费用已经
花去四五十万元，还有十多万元
的外债。“有机会肯定要给他治
的，看着孩子这么小就要受病痛

折磨，我们也舍不得啊，但是现在
经济能力已经没有了，该借的也
借了。”蒲元珍说只要还有一丝希
望 ，他 们 就 不 会 放 弃 给 孩 子 治
疗。为了帮助孩子练习说话，蒲
元珍希望有好心人可以给孩子准
备一台儿童学讲话的学习机。

从儿子刚出生到现在，6年时间，父母俩一直在求医的路上

“只要还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放弃治疗”

“借我一把葱！”
“钥匙留给你，下雨帮我收

一下被子。”
“我今天帮你一起接一下

孩子。”⋯⋯
有句民间谚语叫“邻居好，

赛金宝”，是指邻里关系很重
要，有一个好邻居是福气。

在记者采访的张静家，若
不是邻居顾美琴的悉心照料，
老太太的状态也不会逐渐好
转。虽然名义上她只负责照顾
老太太，但张静夫妻俩她也在
照料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她
都在做。在她来之前，4 个护
工都因为这家难护理相继离
开，而她来的第一个月足足瘦
了 8 斤。即使顾美琴这位邻居
是被聘请的，但心中的善意与
纯良，依然让这个不幸的家庭
流淌着暖意。

邻居好，
赛金宝

武进区前黄镇丁舍村是
一个拥有 5000 人左右常驻
人口的村落，80 岁以上老人
有 230 名，90 岁以上老人有
31 名，残疾人总量达 139 人，
其中，重残人员 73 人，一户
多残有 3 户，低保内一般残
疾人 7 户，低保内重度残疾
人 4 名，精神和智力三级、四
级人员 2 名。如何让丁舍村
老年人及困难家庭更好地享
受社会保障，丁舍村党总支
在“红领航”党建引领下，努
力奏响志愿者新乐章。

党建+上门服务
“请问你家有什么困难

要帮着解决的？”“俞主任，能
帮我申请一张轮椅吗?”“没
问题！”“XXX 家，我主动给
你们申请了一张医用护理
床。”⋯⋯俞亚芬，丁舍村妇
女主任，作为志愿者服务队
伍中的一员，在“网格志愿
行、服务暖人心”活动中，她
主动参与到志愿活动中来，
把残疾家庭的困难尤为放在
心上，主动上门询问他们的
各种需求，这些温暖的举动
让丁舍村和谐之风拂面来。

党建+专业服务
丁舍村志愿服务队是公

共服务的有生力量，是社会
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是社
会应急机制的重要力量，也
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支
持。丁舍村党总支重视志愿
者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与“四
世同堂”康养中心形成对接
单位，让专业的护工单位为
村志愿者照顾老人、残疾人
群提供专业化培训，每个月
开展一次针对老年人及特残
人群的康养活动，提高服务
水平。

党建+多样服务
丁舍村目前有退伍军人

志愿者服务队、银辉老干部
志愿者服务队、康养驿站志
愿者服务队、妇联志愿者服务
队等，他们把困难群众目标细
分化，在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同
时，把解决他们的心理健康问
题作为便民服务重点，以点带
片，使志愿者服务蔚然成风。

如今，志愿活动在丁舍
村如火如荼展开，乡村随处
可见“红马甲”的身影，他们
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服务宗旨和理念，哪里有
困难哪里就有志愿者，困难
群众在哪里，志愿者服务就
延伸到哪里。

前黄镇丁舍村

奏响志愿服务“三步曲”

编号：485
姓名：蒲元珍
年龄：46岁
住址：前黄镇丁舍村西雪渎
家庭情况：儿子患小儿眼脑

肾综合征，夫妻俩正为孩子求医。

在丁舍这个大家庭里，有这
样一位志愿者，她叫李婷。

李婷是丁舍村委第四网格
网格员，她秉承着助人为乐、默
默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凭借
自己的双手和爱心积极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经常关心、帮助那
些有需要的人们。

“黄爷爷今天感觉怎么样？”
李婷口中的“黄爷爷”，是村里
88 岁高龄的老人黄国祥。老人
年纪大腿脚不便，作为网格员，
李婷隔三差五来看望黄国祥，帮
老人采购东西，陪老人聊天，给
老人讲讲时事新闻和村委的趣
事。“她可帮了我大忙，真是太贴
心了！”黄爷爷对李婷赞不绝
口。看见老人家里脏了乱了，李
婷就主动帮助收拾屋子，抹桌
子、擦椅子、拖地、倒垃圾。长时

间下来，两人相处得如同祖孙
俩。最近，因疫情防控，没有智
能手机的黄爷爷遇到了难题。
于是，李婷和志愿者一起主动承
担起了帮老人买菜、买药的工
作。

当这波疫情来临时，这位新
手妈妈只来得及跟才几个月的
宝宝挥了挥手，就肩负起自己的
职责与使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
抗疫战场。

因疫情防控要求，居家隔离
人员不方便出门买菜，为了保障
他们日常所需，让他们感受到村
委的温暖，李婷在与居家隔离的
困难群众联系后，帮助他们购买
生活物资，并叮嘱他们安心居家
隔离。在隔离期间有什么需求
及时反映，村委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响应并帮助解决，竭尽所能为

居家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
无论是上门做家务、陪老人

聊天，还是为居家隔离的困难群
众送菜，这一幕幕场景都是李婷
作为普通网格员的日常写照，对

于这些困难家庭、残疾人、老年
人来说，李婷就像自己的亲人一
样，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而她也用最诚挚的关怀拉近了
与困难群众的距离。

上门为老人做家务、陪老人聊天，为居家隔离
的困难群众上门服务⋯⋯

一位普通网格员的日常

记者手记

李婷李婷（（右右））上门送菜上门送菜

张 静 夫妻两人和母亲长期卧病在床，现在邻居在照顾。 躺椅
吴常军 儿子先天性智障，需长期治疗。 儿童学讲话的学习机
蒋建元 肢体残疾，离异，父母年老。 医疗费
汤志达 女儿残疾，父亲中风。 医疗费
黄伯贤 离异、独居、重残。 生活费
朱国兴 丧偶，因病致贫。 医疗费
朱士明 患白血病，因病致贫卧床不起。 医疗费
潘兴良 儿子重残，本人年老体弱多病。 医疗费
陆仙中 儿子重残，需一直治疗。 医药费
张如荃 儿子患血癌，妻子患膀胱癌，需长期服药治疗。 医药费

有意者请拨打丁舍村委电话：86511173；13806113498

（周末关爱组稿三）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