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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照顾中风9次的父亲，她转让了摊位，暂停了刚有起色的事业，她说：“钱没有了可以再挣，
但是老爸没有了，就回不来了。”

这位68岁的父亲心里有愧疚——

“这里都是老房子，居民中，老人
占了绝大多数。走在这里，很少看到
年轻人的身影。”6 月 27 日，兆丰花苑
社区党总支书记吴忠鑫带着周末关
爱记者来到社区下辖的东印宿舍小
区。走在该小区，记者感觉仿佛回到
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几十年的老
房子随处可见，据当地人介绍，一些
房子已有百年的历史。

“老破旧”，这是周末关爱记者对
该小区的第一印象。尽管有了心理
准备，但是来到居民何军（化名）的
家，记者还是吓了一跳。这些年，他
一直居住在 10 平方米大小的老屋
里。因为屋子面积太小，他们早年只
好利用楼梯，把楼梯下方两平方米的
位置当成了厨房。

老屋的摆设很清爽，却也简陋：
一张板床占据了房间近三分之一的
位置，床上的被子已经破损，被子下
面是一张老式的凉席，为了防蚊虫，
床上支了蚊帐，蚊帐内部挂着一个小
吊扇；床边是一张木桌，木桌的旁边
是一个柜子，柜子上方是台老式电视
机；电视机斜对角是一个衣橱，但打
开后，里面并没有几件衣服。

“我家里的摆设，除了床和衣橱
是几十年前结婚时候做的，其他都是
二手的，不是亲戚送的，就是捡来
的！”何军介绍，他今年 75 岁，一直是
农民身份，妻子是常州城里人。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何军的妻子为了响应

“上山下乡”来到他们村子里。时间
久了，两人从相识到相爱，最终结婚
生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身为知青的妻
子返城，回到常州。身为农民的何军

为了能和妻子团聚，放弃家乡的农
活，来到常州城里，以打工为生。为
了尽可能多地挣些钱，何军做零工一
直做到了 68 岁。但是，打了几十年
工，干了几十年苦力活，他却没有攒
下什么钱。

“现在，想做也做不动了。不是
有句话嘛，叫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几
年，随着年纪增加，何军患上了高血
压等疾病，需要长期吃药。但是，他
每月只有 300 元的补贴，这让他的生
活捉襟见肘。

这几年，何军停止打零工后，除
了跑步锻炼身体，还有一个最大的爱
好，那就是看电影。但是，家里这台
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电视机，虽然还
能使用，但时不时会“断片儿”，画面
还模糊。

“ 多 少 年 了 ，我 从 来 没 有 求 过
人。但这一次，我决定求助一次。”何
军说，他希望社会上的好心人能帮帮
他，给他换一台较新的、没有故障的
电视机，让他在看电视的时候，再也
不用担心画面模糊了。

家里的摆设，大多不是亲戚送的，就是捡来
的。家里的电视机已经有几十年历史，74岁的
老人有个心愿——

看电视，不用再担心“断片儿”了
天宁街道兆丰花苑社区

是一个典型的老社区，实际
居住人口 5000 余人。辖区
内老旧小区多，困难户、残疾
人较多，企业单位少。近年
来，兆丰花苑社区积极开拓
帮困渠道，开展“七心”社区
帮困服务项目，统筹多方资
源，为困难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

开展“七心”细化服务分
类 ，精 准 服 务 对 接 居 民 需
求。据社区党总支书记吴忠
鑫介绍，社区“七心”级服务
项目包括：“核心”工程增强
党员凝聚力，“民心”工程提
升便民服务水平，“红心”工
程营造德育社区，“乐心”工
程提升社区文化氛围，“安
心”工程改善居住条件，“圆

心”工程宣传社会正能量，
“暖心”工程让志愿服务常态
化。

居民白明贤老人由于腿
脚不便，遇上生病，上下楼只
能靠子女背，因此平常很少
下楼。去年 8 月，小区大力
推进“七心”服务工程，让小
区安装上了电梯，解决了腿
脚不便老人上下楼问题。“如
今，我经常下楼晒晒太阳，赏
赏景，心情更舒畅了。”白明
贤说。

吴忠鑫介绍，近年来社
区党总支与江苏银行营运部
等辖区内党支部结对，在扶
贫帮困等方面共建共享。今
年 3 月，在兆丰花苑社区党
总支的邀请下，市排水管理
处的党员志愿服务队来到社

区开展志愿服务，解决困难
居民急难愁问题。此外，社
区还与辖区内的卫生服务站
联合建立“送健医疗点”，免
费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提
供建档体检、日常义诊和健
康讲座等服务。

居民许立（化名）中风多
年，生活不能自理，唯一的儿
子身患白血病，爱人身患肺
癌，医疗费用大。社区工作
人员得知情况后，多方面挖
掘资源，与辖区内数个帮困
结对单位对接，对其及时进
行了救助。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
好社区帮困工作，挖掘更多
渠道去帮助社区困难群体，
构建和谐的宜居环境。”吴忠
鑫说。

兆丰花苑社区

开展“七心”项目，开拓帮困渠道

家家户户或多或 少 都
有 一 些 闲 置 物 品 ，虽 然 闲
置，但可能仍然有用，如何
让这些闲置资源“活”起来
变得有价值呢？兆丰花苑
社区以学雷锋便民服务协
会 为 平 台 ，设 置“ 爱 心 专
柜”，不仅让这些闲置物品
再次“活”起来，还帮助了社
区困难居民，得到了社区居
民的一致好评。

据兆丰花苑社区党总支
书记吴忠鑫介绍，“爱心专
柜”项目发起于 2019 年。3
年来，社区学雷锋便民服务
协会多次开展爱心专柜义卖
活动，社区孩子化身小小志
愿者，将居民送来的闲置物
品在社区进行义卖，义卖的
商品包括衣服、图书、玩具、
手工品等。之后，社区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们再将义卖所
得善款购买生活必需品，送
给辖区困难老人。

随着活动的不断推进，
“爱心专柜”的帮困项目也在
不断增多。2020 年起，兆丰
花苑社区学雷锋便民服务协
会决定以“爱心专柜”为爱心
阵地，不断扩大帮困内容。
比如，“爱心专柜”多次为辖
区困难中小学生提供勤工俭
学机会，邀请家庭生活困难
居民带孩子来社区图书馆整

理图书，获得相应的奖励和
报酬。参与的家长表示，社
区组织的这种勤工俭学帮困
活动，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独
立生活的能力，还可以培养
他们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
精神。

吴忠鑫介绍，3 年来，参
加“爱心专柜”的居民越来越
多。很多居民受“爱心专柜”
的影响开始经常帮助那些生
活困难居民。

退休干部姜娟萍自从参
加了“爱心专柜”的活动后，
对社区里的弱势群体更加关

注和关爱。“授之以鱼不如授
之以渔”，她不仅经常照料社
区生活困难老人，还特别关
注生活困难居民的就业问
题，并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
帮助近十位失业人员再就
业，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

“现在，‘爱心专柜’变成
了我们社区的爱心孵化基
地，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其
中，越来越多的爱心项目被
成功创办。未来，我们将继
续打造好‘爱心专柜’，让社
区更多生活困难居民受益！”
吴忠鑫说。

“爱心专柜”成为社区“爱心孵化基地”

编号：506
姓名：何军
年龄：74岁
住址：天宁区天宁街道兆

丰花苑社区
家庭情况：早年从农村来

城里生活，一直靠打工为生，没
有退休工资，居住条件差，仅靠
微薄的农保生活，生活较困难。

■本版文字 吕洪涛 吕亦菲 屠舒 本版图片 王锐

何军家的电视机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看电视现在是他的一大爱好。

“爱心专柜”帮困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