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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芳 先天性脑瘫患者，现靠73岁母亲照顾。 生活费、电视机
张 鑫 中风患者，父亲身体不好，儿子尚在读书。 生活费
张炳洪 无儿无女，独自一人生活，因病无劳动能力。 生活费
陈国锁 独居，身体条件差，生活较困难。 生活费
李荷保 独居，长期吃药，生活较困难。 医药费
嵇亚平 残疾，无劳动能力，生活较困难。 生活费
贺祝生 独居，身体条件差，需长期吃药治疗。 医药费
陈昌银 独居，身体条件差，需长期吃药治疗。 医药费
谢押平 夫妻二人都是残疾人，生活较困难。 生活费
赵建军 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需长期吃药治疗。 生活费

■本版文图 吕洪涛 吕亦菲 储乐天 芮文超

46 岁 的 张 鑫 怎 么 也 不 会 想
到，自己年纪并不大，竟会被中风
找上门来。

2019年5月，张鑫在淮安工地
打工。搬运建筑材料时，他被细心
的工友发现走路有些异样。那位
工友有经验，提醒他很有可能是患
上了中风，需要尽快到医院检查。
经过提醒的张鑫心里一惊，赶紧放
下手里的活，打了一辆出租车，用
最快的速度赶往医院。

“不巧的是，当时看病的人很多，
尤其是看重症病的需要排队。最终，
我等了几个小时后才排上队看了
病。”张鑫感叹，如果治疗再及时一
些，他的病情很有可能不会像现在这
么严重。后来，尽管他接受了手术治
疗，但仍没有达到康复预期。现在的
他半身偏瘫，走路仍一瘸一拐。

张鑫透露，为了给自己治病，
家里花掉了所有积蓄。妻子为了
照顾他，去年一年没有再出去打
工。而且，70 多岁的父亲这些年
来一直身患高血压等疾病。2015
年，他父亲还得了严重的胆结石，
做了微创手术，花掉不少医药费。

“如果自己身体好好的，我不

害怕这些压力。但是现在，我一生
病，不仅每天需要不少医药费，家
里 的 经 济 来 源 也 一 下 子 少 了 很
多。”张鑫介绍，此前他在工地打工
时，干得好，每月有五六千元的收
入。再加上妻子在外打工，每月也
有近三千元的收入。他们的日子尽
管不是十分宽裕，但两人每天都干
劲十足，筹划着未来如何过得更好。

如今，张鑫患病时隔一年多，
再次提起自己的病情，他仍反应激
烈，不愿意接受现实。“我这么年
轻，怎么会被这种病缠身呢？我还
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呢！”

让他最难受的还是儿子。据
他介绍，儿子原本学习成绩很不错，
但他患病后，影响了儿子的学习节
奏，以至于儿子高考都没有发挥好，
没有考取自己理想的大学。

在记者采访时，张鑫一再提起
自己的心愿：“我喜欢学习，比村上
的很多人有文化，看看有没有什么
活适合我的，我想干点活。看着妻
子一个人忙碌得那么辛苦，我很想
帮帮她，减轻她的压力。”

据他介绍，妻子身材弱小，但
身体里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几

个月前，她见丈夫的病情基本稳定，
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便赶
紧出去打工。“如今，全家人的生活
重担都压在她身上，真不容易！”

令张鑫念念不忘的还有自己
住的房子。这房子已住了 30 年，
最近他发现其中一间的外墙已经
出现明显裂痕，再不处理就要成危
房。前些天，他曾请装修师傅前来
查看，但一算费用，还是作罢了。

“现在，家里这条件，肯定无力修整
这间房子了。如果哪位好心人提
供帮助，我心里真是感激不尽了。”
张鑫说。

3年前，中风找上年纪并不大的他，一家人的重担全部压
在了他妻子肩上。他说：

“看妻子忙碌得那么辛苦，我很想帮帮她”

编号：514
姓名：张鑫
年龄：46岁
住址：金坛区金城镇沈渎村
家庭情况：本人于 2019 年

在工地干活时突发中风。父
亲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曾因胆
结 石 做 过 手 术 。 儿 子 在 读
书。目前，一家人的重担全部
压在了他妻子肩上。

“现在，我们这个志愿服
务队已经成为困难村民的好
朋友、老朋友。”今年 39 岁的
徐韵是沈渎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青年志愿者队伍的负责
人。从2019年该志愿服务队
成立以来，她就和十余名志愿
者小伙伴一直活跃在沈渎扶
贫帮困的第一线。三年来，他
们已经成为困难村民的贴心
人和知心人。

50 岁的王洪国（化名）是
村上有名的五保户，这些年来
一直独居生活。他性情孤僻，
出门只到兄弟家中去，很少与
人交流。村干部和志愿者们
了解到情况后，每月都会上门
为其打扫卫生，结束后，还与
其聊天拉家常。后来，村干部
和志愿者们发现其老屋存在
居住危险，还帮助他维修了房

屋。
经过多次真心交流，老人

从一开始叫门一个多小时不
愿意开门，到现在主动出门迎
接，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村上
组织一些活动，他也积极参
与，不落人后。村民们都说，
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今年入夏以来，气温较
高，为了让困难村民舒服地度
过这个夏天，志愿者们对全村
的困难村民都进行了走访，收
集了心愿。目前，志愿服务队
已为 6 名困难村民购买了电
风扇和凉席。

据徐韵介绍，沈渎村的青
年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志愿
者 们 共 开 展 各 类 志 愿 服 务
2000 余次，组织了 100 多次
的帮扶活动，已成为沈渎村帮
困的小助手和小能手。

沈渎村青年志愿服务队

走进村民家，帮困帮到心里去

“沈渎村是以农业为主的
村庄，主要经济来源是种植和
养殖。相比金城镇其他兄弟
村庄，我们村的经济相对落
后。”沈渎村党总支书记杨国
华介绍，该行政村有 12 个自
然村，约3700名村民。其中，
特殊群体 143 人，其中残疾人
92 人（重残 37 人），五保户 31
人，低保户 11 户 19 人，困境
儿童1人。

杨国华透露，相比其他村，
沈渎村的特殊群体人数较多，
组成较为复杂，为了更好地帮
助这一类村民，沈渎村开展了
以村委党总支为中心网格、普
通党员为纽带、辐射全村的“网
格帮困，三和助困”帮困体系，确
保对特殊群体关怀不漏一人。

党建引领，网格帮困一对
一。杨国华告诉记者，为了让
对特殊群体的帮扶真正落到
实处并作出成效，沈渎村党总
支将帮扶工作作为每年党建
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在网格全
覆盖的大环境下，发动党员认
领网格内的生活困难村民，做
到每一名特殊群体人员都有
一名党员进行一对一帮扶。
网格内帮困对象的合理需求，
都可以通过党员及时解决，有
难度的还可以通过村委党总

支寻求解决办法。
近年来，沈渎村党总支已

通过网格支部、党员、志愿者
解决各类问题上千条，解决就
业问题十多条，实现实物和资
金帮扶近 7 万元，改造维修 4
处房屋。

邻里互助，三和助困齐参
与。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为了进一步深化沈渎“三和”
创建（和美家庭、和睦邻里、和
谐沈渎）活动的开展，沈渎村
委会通过村民代表全面推进
特殊群体的帮扶，引导组织针
对困难人群的邻里互助活动。

“尤其是村五保户，他们都
是独自一人生活，对自身健康
不太注意，生病都是自己抗一
抗，影响及时就医。”杨国华说，
为了加强对这类人群的帮扶，
村委提倡身边的邻居多一些关
注、多一些爱心、多几句督促、
多管一些“闲事”。通过邻里互
助，沈渎村成功实现特殊群体
生病有人管、冷暖有人问。近
年来邻里发现送医十多起，真
正保障了特殊群体的健康。

“未来，我们沈渎村委还
将通过更多方式和渠道，帮助
村上的困难群体，做到在共同
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杨国华说。

沈渎村

“网格帮困”“三和助困”
实现帮扶全覆盖

凡人善举

张鑫家一间房屋的墙壁外墙有明显裂痕张鑫家一间房屋的墙壁外墙有明显裂痕，，他曾他曾
请装修师傅前来查看请装修师傅前来查看，，但一算费用但一算费用，，还是作罢了还是作罢了。。

急难救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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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