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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患尿毒症8年，这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家庭因此被耗得所剩无几，把孩子拖垮，让他自责和愧疚。他说：

自己能不能治好已经不重要，最担心妻子以后的生活
■本版文字 吕亦菲 庄奕 本版图片 王锐

2021 年 12 月 15 日，已经肝
硬化晚期的廉根生顺利接受了肝
移植手术，再睁开眼时，他觉得自
己重生了一次。

从查出肝硬化，到最终找到
合适的肝源进行移植手术，时间
长达整整17年。这17年时间里，
廉根生夫妻俩一边从下岗到开始
自己摆摊做小生意，一边把儿子
拉扯长大，送他读大学，如今儿子
已经成家。

下岗后，夫妻俩摆摊
赚辛苦钱

廉根生是湖南人，1993 年来
常州之后，和妻子两人都在当时的
武进丝织厂工作，一个是机修工，
一个是挡车工。2000 年前后，廉
根生被调到印染部门，妻子则被调
到织布部门。虽然都是普通工人，
但日子过得还算幸福自在。

2005 年，廉根生被查出早期
肝硬化，一场病打破了原有的美
好。就在那一年，廉根生还做了
脾脏切除手术。“那时候没有抗病
毒的药，所以肝硬化不能得到很
好的治疗，小病拖成大病，早期拖
成晚期。”廉根生说。

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几年，
夫妻俩双双下岗。没有了经济来
源，两人决定摆摊做些小生意，卖

床上用品。“那个时候哪里有集市
我们俩就赶到哪里去。”嘉泽、礼
嘉、坂上⋯⋯这些乡镇离湖塘最
远的足足有 20 多公里，夫妻俩人
骑着三轮车，早上3点多就要出发
去集市抢位置，晚上八九点才能
回来。也就是靠着两个人这么辛
苦的摆摊，才稍微赚了一点积蓄。

病情恶化，9 次住进
重症监护室

从 2020 年开始，廉根生的病
情开始不断恶化，进重症监护室仿
佛成了家常便饭。“一进 ICU 就是
烧钱啊。”廉根生和家人接受了要
做肝移植的现实，但是肝源成了问
题。“我是 O 型血，肝移植手术里，
A、B血型的受体好等肝源，O型的
不好等。因为A、B血型的受体可
以接受O型血的肝源，O型血的受
体却只能等同血型的肝源。”廉根
生告诉记者，临床上，A、B 血型的
受体最快两周就可以等到肝源，O
型血的受体却只能听天由命，很多

人一等就是大半年。因此等肝成
了“看天意”的事情。

当时廉根生在生死边缘挣扎
了9次，最后几次，情况实在紧急，
在等不到肝源眼看就快不行的时
候，儿子直接在主治医生的办公
室跪下了。

“来吧，能做”，重生的开始

“至今我还记得儿子接到上海
主治医生的电话，电话那头说‘来
吧，能做’这四个字的那一刻，一家
人都哭了。”在回忆起等到肝源的
那一刻，廉根生说着说着就哭了起
来。当天晚上救护车直接把一家
人从常州送到了上海。“虽然肝源
只有四五百克，但当时我就100斤
不到，刚好够用了。”廉根生说。

如今廉根生每个月依旧要花
费上千元吃排异的药物，为了还
债，现在花园新村住着的房子也
准备卖掉，妻子则在湖塘的小商
品市场依旧摆摊做生意。“只要活
着，就会有办法。”廉根生说。

他，虽重获新生，但家里已负债累累。他说：

“只要活着，就会有办法”

编号：504
姓名：廉根生
年龄：52岁
住址：花园新村190幢
家庭情况：2005 年肝硬

化，去年等到肝源做了肝移植
手术，现在处于排异期。为治
病已花费了两三百万元。

基 层 社 区 的 烟 火 气 最
浓，也是受理和化解困难群
众各种矛盾最多的地方。近
年来，花园社区牢牢抓住“为
困难群众服务解难题”这个
关键环节，着力在深入一线
明需求、精准服务零距离、力
求群众更满意方面下功夫，
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
民生“微实事”为抓手，聚合
全社区红色力量，打造群众
幸福家园。

“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便民助困服务联系卡，每个
月15日和30日，都可以凭卡
免费享受理发、扦脚等社区
便民惠民服务，您到这边来
登记下信息即可。”在花园社
区，工作人员陈澄正为前来
领卡的老年人耐心做着介
绍，社区通过服务阵地再前
移，打造“15 分钟”居家养老
服务圈，让治理变得更有“温
度”。

花园社区始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小区现居住人口以
老年人居多，人口老龄化已
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为进
一步做好新形势下老年人服
务工作，花园社区构筑“阳光
华龄”特色服务平台，牢牢抓
住“为老”和“老为”两条主
线，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岗、党
员志愿服务及 10 多个文体
团队的力量，助力社区文明
建设落地生根，将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邻里守护”活动
办得有声有色，深受居民好
评。

2006 年起，花园社区与
辖区内武进中医医院、罗军
造型、双叶修理、小张电器修
理、余师傅家政服务等单位
签订协议，为居民尤其是困

难居民提供优质、便民、惠民
服务，累计发放便民服务联
系 卡 2500 多 张 。 2011 年
起，依托社区便民服务平台

“962018”，为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提供 20 多个服务内容，
实行专人接听——指定服务
单位——服务情况跟踪随访
等一系列规范服务，确保服
务质量。2012 年起，武进中
医医院和常州四药厂医疗团
队定期来社区，为身体不好
的老年人提供医疗咨询、测
量血压、健康知识普及等服
务。从 2017 年 5 月至今，社
区以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
每月 15 日免费为老年人、困
难人群提供理发，15 日、30
日免费为空巢老年人扦脚，
还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年人
提供每月2次助浴服务。

“社区还成立党员志愿
者队伍、‘阳光华龄’志愿者
队 伍 、大 学 生 志 愿 者 队 伍
等 ，解 决 老 年 人 的 实 际 困
难，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
花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李曙霞介绍，社区现
有党员 221 人，其中 60 岁以
上 的 离 退 休 党 员 占 比 近
70%。家住红旗新村的朱保
林，是一名退伍老兵，之前
一直从事医疗卫生相关工
作。2006 年退休后回到社
区生活，他自愿报名参加社
区党员志愿者活动，十几年
来义务为社区居民提供医
疗咨询服务。

一张张便民助困服务联
系卡在花园社区不断传递，
老年居民、困难居民在“家门
口”即可享受到各种贴心的
服务，孝老爱亲、帮扶济困的
好传统在这里蔚然成风。

花园社区发放2500多张便民助困
服务联系卡

发扬孝老爱亲帮扶济困好传统

孙道斌 患尿毒症8年，现在每周要三次透析。 医药费
廉根生 2005年肝硬化，去年做了肝移植手术。 医药费
孙玉香 患急性脊髓炎 多功能护理床或站床
王顺禄 贫困，无收入。 生活用品
王 健 社区低保户 生活用品
蒋友伟 社区低保户 生活用品
邵秀珍 本人退休，丈夫、媳妇去世，儿子无固定职业及收入，孙子读小学。 电视机
黄金荣 夫妻俩无社保，打零工，带着孙子，儿子已去世。 孩子学习生活用品等
孙万敏 照顾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重残。 空调
徐绍国 儿子出生患脑积水，肢体二级重残，妻子在家照顾。 儿童学习机，带康复功能的玩具

每天廉根生会在家走动走动每天廉根生会在家走动走动，，看看窗外看看窗外。。

廉根生聊到自己的病情绪激动廉根生聊到自己的病情绪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