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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因车祸瘫痪在床，变得像孩子一样爱发脾气。悉心照顾她的丈夫从不生气，也没有埋怨。他说：

■本版文字 庄奕 吕洪涛 本版摄影 胡平

吴国兴 低保户，未婚，无子女，农保退休，患有多种慢性病。 医药费

徐岳培 独生子突发疾病死亡，孙子由老两口照料。 学费

叶升官 重残，女儿出嫁，一个人在村上生活。 医药费

徐洪妹 患有尿毒症多年，低保边缘家庭，收入微薄。 医药费

汪船玲 患有尿毒症，常年需要透析吃药，丈夫重残，收入微薄。 医药费

高敖林 妻子车祸残疾，一直需要人照料，收入微薄。 医药费

吴 丹 残疾人，经常腹积水住院，收入微薄。 医药费

高玉明 患有严重糖尿病，低保边缘家庭，一个人生活，没有子女。 生活费

高华良 低保，患有多种慢性病，一个人生活，没有子女。 生活费

彭志海 一个人生活，没有子女，患有慢性病，收入微薄。 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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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喝酒的时候，我儿子就是天
下第一等的好孩子。他小时候见我
下班时一脸疲惫，就搂住我，亲亲我
的额头，奶声奶气地说将来会赚很
多很多的钱，让我想买什么就买什
么。”儿子去世 1 年多，母亲钱祥梅
还是无法承受丧子的锥心之痛。

儿子小徐是在睡梦中突然去世
的。他从 10 多年前就开始喝酒，刚
开始时只是偶尔小酌几杯。后来酒
越喝越多，每顿要喝七八两。更糟
糕的是，为了省钱，小徐只舍得买 5
元一瓶的勾兑白酒。看着儿子脸色
越来越坏，徐岳培胆战心惊：不好再
喝了，肝要坏了！可是小徐压根不
听劝，笑嘻嘻地反驳：东风吹，战鼓
擂，天天喝酒谁怕谁？2020 年 9 月
30 日晚上 9 点，小徐喝完酒后，醉醺
醺地和钱祥梅打了声招呼，就上了
楼，不一会就传出震天响的呼噜
声。次日早晨 8 点多，钱祥梅见他
迟迟不起床，担心他上班迟到，就去
喊他起床，可此时小徐已没了呼吸。

一尺三寸婴，慈母寸不离。钱
祥梅将儿子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含
辛茹苦哺育成人，付出的心血真是
数也数不清。她整日整夜地躺在床
上，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想看见
一丝阳光。这时，一只手轻轻擦去
了她脸上的泪痕，是她 10 多岁的孙
子。孙子说：“奶奶，您起来喝点粥
吧。把身体熬坏了，我会心疼的。”

悲恸过后，钱祥梅打起了精神，她还
要照顾孙子呢！

当初儿子儿媳离婚后，孙子就
由钱祥梅和徐岳培照顾。虽然孩子
不说，但钱祥梅知道，他渴望得到妈
妈全心全意的爱。钱祥梅就对孙子
说：“天下的母亲，都是爱孩子的。
你的母亲有难处，不能整天陪着
你。但是她给你的，也是一份独一
无二的爱。”孙子点了点头，把话听
到了心里。如今每到双休日，14 岁
的孙子总会到妈妈那里吃饭，老俩
口也乐于见到孙子和母亲亲近。

徐岳培以前是瓦工，一直在工
地上打零工，并没有退休工资。钱
祥梅每月有 3000 多元的退休工资，
家里开销大，生活并不宽裕。但老
两口还是很乐观开朗。他们说，世
事无常，生命可贵。他们要开开心
心过好人生每一天，离开时就会少
些遗憾。

独生子突发疾病死亡后，老两口与今年才
14岁的孙子相依为命。他们说：

“生命可贵，
要开开心心过好人生每一天”

于新锋是叶家村第二网
格的网格员，网格内共有高
家塘、黄金村等 6 个村民小
组,涉及 204 户，共 816 人。
2017 年底，他来到叶家村委
工作，随后加入网格员的工
作队伍。

网格员的职责就是了解
民情、传达民意、处理民事。
短短 12 个字，却很好地诠释
了网格员的全部内容。刚开
始做网格员时，很多村民对
于新锋爱答不理。为了打破
这种僵局，他就时不时往村
民堆里扎，见到村民主动拉
家常，了解他们的需求，想办
法解决困难，没多久他就成

了村民的“知心人”。
叶家塘的张奶奶 80 多

岁了，腿脚不便，儿女又不在
身边，想办理高龄补贴又不
知道去哪办。于新锋得知后
立即对接上级条线，带着材
料主动上门，为她办好了补
贴申请手续。高家塘的高师
傅身材瘦小体质差，一直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新锋了
解到这个情况后又为他对接
招聘岗位。在于新锋的帮助
下，高师傅高高兴兴地上班
了，如今每月有 3500 元的稳
定收入。

2021 年上半年，新北区
朝东村有对小夫妻吵着要离

婚，原因是丈夫受疫情影响
失业在家，心情不好，就时常
对妻子发脾气。了解到这个
情况后，于新锋分别对两人
苦口婆心地劝解。经过耐心
工作，丈夫承诺改掉坏脾气，
夫妻俩重归于好，一个家庭
又恢复了宁静。

于新锋说，网格员的工
作有苦、有累，也很繁琐，但当
他成功化解一起纠纷，看到当
事人握手言和时；当帮助村民
完成各种代办事项，赢得他们
认可时；当和村里的空巢老人
拉家常，老人慈祥地拍着他肩
膀时⋯⋯平时工作中受的委
屈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网格员的工作有苦有累，也很繁琐，这5年，他和乡里乡亲打成一片

村民的“知心人”

近年来，新北区薛家叶
家村重点围绕“兜底线、保基
本、救急难”，建立多层次帮
扶体系，织密保障网，“兜”住
最困难群体，“保”住最基本
生活，让困难群众有更强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党 建 引 领 让 帮 扶 更 高
效。该村将困难帮扶纳入党
建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全体党
员扛起困难群众发现、救助、
帮扶的责任，积极宣传救助
政策，对出现生活困难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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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在春节、端午、中秋、重阳
等传统佳节，联合党建联盟
单位，组织党员志愿者对低

保、残疾人、空巢、独居、困难
等群体的老人进行慰问关
怀，开展义务理发、健康讲
座、文体活动等，提升他们的
幸福感。

叶 家 村 建 立 由 村 民 代
表+网格员+包片干部+志愿
者为成员的“四合一”困难
群众救助帮扶小组，摸清全
村 共 有 困 难 家 庭 24 户、残
疾 人 74 人 、孤 寡 老 人 15
人。帮扶小组就像社会救
助政策的“风向标”，他们主
动深入基层，定期对高风险
家庭进行入户调查、探访了
解，掌握其生存现状和家庭
变化情况，实施“主动＋跟
踪”救助模式，实现了由被
动求助、单次救助向主动救
助、跟踪救助的转变，极大
地便利了求助对象。家住

叶家塘的徐师傅，2020 年离
异的儿子突发疾病身亡，留
下孙子需要老两口抚养，生
活困难。村民代表第一时
间将信息上报，村委工作人
员立即着手为其办理了失
独家庭补贴，并联系结对帮
扶。

成立叶家村慈善协会，
撬动乡贤、爱心企业等资源，
筹集慈善资金，共同参与扶
贫、济困、救孤、助残、助医、
助学。自2019年5月成立以
来，叶家村慈善协会经常通
过各种渠道了解群众所困、
所急、所需，发动会员自愿捐
款，不定期组织会员深入村
庄慰问贫困病残群众。2021
年，慈善协会支出各类困难
帮扶资金 3.8 万元，温暖了困
难群众的心。

薛家叶家村建立多层次帮扶体系

织密保障网，“兜”住困难群体

编号：489
姓名：徐岳培
住址：叶家塘95号
家庭情况：儿子儿媳早年

离异，孙子一直由徐岳培夫妇
照料。儿子 2020 年突发疾病
死亡。

钱 祥 梅 边
抹桌子，边与徐
岳培闲话家常。

老两口在地里收割韭菜老两口在地里收割韭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