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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到现在，50年，大女儿一直因病瘫痪在床。“妈妈、爸爸、阿姨”，
是她只会讲的三个词，简简单单的三个词背后，凝聚着50年来他们无私的
付出和关怀。如今，73岁的妈妈照顾女儿渐渐有些吃力，她说：

“只要还有一点力气，我会一直照顾宝贝女儿”

赵瑞美把
女儿抱到轮椅
上，方便喂食。

急难救助档案
编号：513
姓名：黄芳
年龄：50岁
住址：金 坛 区 金 城 镇 沈

渎村
家庭情况：本人患有先天

性脑瘫。50年来，母亲一直对她
悉心照料。父亲前几年去世。

本期周末关爱走进金
坛区金城镇沈渎村委，这是
本 栏 目 首 次 走 进 该 村 采
访。在采访中，记者被赵瑞
美 50 年如一日照顾脑瘫女
儿的举动深深感动。

赵瑞美今年 73 岁，村委
考虑到她年纪大了，再加上
丈夫已去世，一人照顾常年
卧床的女儿非常吃力，曾和
她商量是否需要提供帮助，
把女儿送到金坛区的康复
院去。让村委工作人员吃
惊的是，赵瑞美听到这个提
议后，想都没想就坚决拒绝
了：“她是我的心头肉！虽
然我年纪大了，但是，只要
我能照顾她一天，我就会一
直坚持下去！”

母爱是一缕阳光，即使
在寒冷的冬天，也能让你感
受到春天般的温暖；母爱是
一泓清泉，即使濒临绝境，
也能让你看到生活的希望；
母爱是一棵树，即使季节轮
回，也固守家园为你撑起一
片绿荫。

母爱有多伟大？当年
迈的赵瑞美当着记者的面，
把女儿从床上抱到轮椅上
时，当她微笑着诉说这 50 年
来的经历时，当她喂女儿喝
水时，当她耐心地哄女儿开
心时⋯⋯母爱有无数的方
式，简简单单一个动作、一
个微笑，都能发现炽热的母
爱力量。记者能感到这种
母爱的力量完全超乎我们
的想象！

母爱的力量

记者手记

爱心回应

一位爱心人士，从往期刊登的周末关爱微心愿名单中，选择了4个村（社区）以困难学生为主的8户家庭。上周日，他带着
朋友孩子一起开展公益之旅。这位爱心人士希望让孩子知道自己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孩子成为敢于担当、有责任感的人。

“只是杯水车薪，希望孩子买些喜欢的书，充实自己”

7 月 24 日一大早，市民周先
生就带着朋友的孩子小王同学来
到天宁区茶山街道清凉东村社
区。周先生从往期刊登的周末关
爱微心愿名单中选择了 4 个村

（社区）的 8 户困难家庭进行慰
问，清凉东村社区是当天的第一
站。

“哥哥，我要向你学习，以后
我也要考上理想的高中。”在清
东社区，小王同学看到了今年刚
考上田家炳高中的朱子涵。朱
子涵父母离异，他和母亲生活在
廉租房，生活过得艰苦，成绩一
直名列前茅。周先生告诉记者，
这次选择的 8 户家庭，主要以困
难学生为主。周先生说，自己平
时经常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小王
同学的父母是自己的朋友。小
王同学今年小学刚毕业，让孩子

参与公益活动，就是想培养孩子
未来适应社会的能力，让孩子成
为敢于担当、有责任感的人。尤
其通过看到一些同龄孩子的境
况，让孩子知道自己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激励他更加主动地学
习。

同样是清东社区的张园也是
父母离异、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
孩子。周末只有她一人在家看
书，简单询问信息后，得知张园也
是刚刚才小学毕业，和小王同学
是同岁。小王同学和张园约定，
初中三年一定好好读书，一起考
上理想高中。

“ 我 们 上 午 打 算 跑 2 个 社
区。”离开清东社区，周先生打算
带着孩子前往武进区湖塘镇花园
社区。小王同学中午 12 点半有
一堂散打课，课程结束之后，他们

的周末公益之旅继续向牛塘镇的
丫河村和前黄镇的大成村委前
进。上周周末关爱刊登的大成村
委张恒，同样牵动着周先生的
心。“孩子太可怜了，父亲去世，由

叔叔照顾，爷爷奶奶还都是聋哑
人。”周先生说，虽然他们资助的
几千元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只是杯
水车薪，但还是希望孩子能用这
笔钱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书，不断

充实自己。
疫情之前，周先生几乎每年

暑假都会和朋友自驾前往广西、
贵州等地，捐助当地的困难学
生。“现在不方便出远门，就把关
注焦点更多地放在本市困难学生
的身上。”周先生说。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沈南溪 200元
一滴水 1000元
张瑞江 4000元
新北区平平残疾人公益协会

生活物资
梅先生 1000元
微尘 1000元
薛先生 6桶油、6袋米
周先生、小王同学

24000元、8份生活物资
李先生 500元
朱阿姨 1000元

7月22日下午2点，室外温度
一度高达 37 摄氏度，但是在赵瑞
美和女儿黄芳的房间里，感觉却
十分凉爽。

“家里再难，也要把这个宝贝
女儿照顾好！所以，省吃俭用在
这个房间里安装了一台空调。”73
岁的赵瑞美是沈渎村有名的困难
户，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黄芳
患有先天性脑瘫，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瘫痪在床。小女儿生活也不
富裕，这些年一直在常州城里打
零工，靠做保姆维持生活。原本
丈夫有时候可以帮把手，协助赵
瑞美照顾大女儿，但不幸的是，他
前几年因病撒手人寰。在采访现
场，赵瑞美一提起丈夫，大女儿黄
芳就开始哭泣。“她虽然讲不出
来，但我们说的话，她有时候能听
懂。”赵瑞美边说边劝女儿，慢慢
地，黄芳的情绪缓和下来。

赵瑞美告诉记者，女儿黄芳
今年50岁，但讲话只会讲三个词：
妈妈、爸爸、阿姨。简简单单的三
个词，背后却凝聚着他们对黄芳
的爱——妈妈50年如一日对其悉
心照料；爸爸在照顾女儿这件事
上充当助手，让其生活得尽可能
舒适一些；阿姨指的是好心女邻
居们，她们经常过来帮忙照看。
在采访现场，记者就注意到一位
邻居阿姨不停地逗黄芳开心。

采访进行十几分钟后，赵瑞
美看了看时间，表示到了黄芳喝
水的时间点了。说着，她走到床

边，弯下腰，想把黄芳从床上抱到
轮椅上。黄芳的体重在 80 斤左
右，赵瑞美第一抱没有成功，直到
咬紧牙，第二抱时，才把女儿抱到
轮椅上。“这样坐着喝，她才不容
易 呛 着 。 年 纪 大 了 ，快 抱 不 动
喽！但只要我还能抱起来，就会
一直抱下去。谁让她是我身上掉
下来的心头肉呢！”赵瑞美端着
水，小心翼翼地喂到黄芳的嘴边，
生怕她呛着。

除了吃饭喝水，赵瑞美最关
心的还有女儿的大小便。“大小便
基本在床上。小便还好，最担心
她的大便。有时候，几天不来大
便。即使大便来了，仍需要我用
手抠才行。而且，这十年来，抠大
便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也已经习

惯。”
由于要照顾女儿一天的生活

起居，50 年来，赵瑞美很少出村。
她唯一的一次出远门还是外地的
一位至亲去世，她前去吊唁，之后
便匆匆赶回家里。

照顾女儿的这些年，让赵瑞
美最头痛的还是经济来源。多年
来，他们一家人一直以农业为生，
每年靠卖粮维持生活。以前，赵
瑞美的丈夫忙完农活会外出打零
工挣些零花钱，但自从丈夫去世
后，她明显感到生活的压力大了
许多。

前几年，沈渎村委工作人员
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很快和赵
瑞 美 对 接 ，想 为 她 提 供 一 些 帮
助。而赵瑞美脱口而出：“我想自

食其力。我现在还能干得动，如
果你们真想帮我，就为我找点活
干吧！”村委经过商量，为赵瑞美
安排了一个保洁的工作，让她在
村上扫扫地，打扫打扫卫生，每月
也有数百元的收入。

“那一段时间，我早上喂完女
儿早饭，便出去工作，中午回家一
趟，喂她午饭，再出去干一会工
作。这两年，年纪大了，我实在干
不动了，就把活让给其他人了。”

看着她一个人照顾瘫痪在床
的女儿实在辛苦，村委工作人员
用试探的口吻，问她是否可以考
虑把女儿送到金坛区康复院。赵
瑞美想都没想，当即婉言拒绝了：

“我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就要一直
照顾她。等我实在干不动了，再
考虑那些事吧！”

赵瑞美说，女儿虽然一出生
就患病，但在她心里仍是心肝宝
贝，“只要自己身体允许，我要永
远和女儿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