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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金秋——周末关爱慈善月特别行动”第三场公益活动“爱心演出在身边”走进九洲新世界社区

听相声、看电影⋯⋯爱与快乐，和独居空巢老人相伴
■本版文字 庄奕 吕洪涛 李群 本版图片 王锐

9 月下旬的常州开始变得凉
爽，但天气仍忽凉忽热，天气的频繁

“变脸”从吴文华房间的摆设就可以
看出来：一张木床上铺着凉席，床的
一端放着有些破旧的薄被子，距离
薄被子不远，摆放着一台旧电扇。

吴文华居住的老房子只有一
间，面积不大，家具摆设非常简单，
除了床和电风扇，还有一个衣橱和
冰箱。衣橱是 30 多年前的老物
件，冰箱是社区送的。

吴文华说，此前，家里有一台老
电视机，后来损坏了，没有修好，就
扔掉了。此后，为了节省生活费，他
就再也没有动过买电视机的念头。

仅有的这几样摆设，令这间原
本不大的房间显得宽敞。就像勤
德家园社区工作者讲的，他们走访
过几百个家庭，但吴文华家的摆设
最简单。

今年 38 岁的吴文华是勤德家
园社区有名的低保户。早年，他父
亲身体不好，因病去世；母亲曾患
有小儿麻痹症且双目失明，后因器
官衰竭去世；他本人前几年被查出
患上肠癌，经过化疗后，一直休养
在家，也失去了劳动能力。

个人出身无法选择，但是吴文
华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不到 20
岁，他就开始了打工生活。他打工
的工厂在奔牛，每天上班起早贪
黑，他心里明白，能改变自己命运
的只有努力工作。

憧憬未来的吴文华却连续遭
遇命运的打击，不仅父母先后离他
而去，他自己也患上重病。有时候
他也会抱怨命运的不公，但社区和
邻居的帮助给了他信心和希望。

每逢过年过节，社区工作人员
都会来到吴文华家里，给他送来生
活用品。记者采访时，看到墙角放
着两袋米。吴文华告诉记者，那两袋
米还是今年过年时社区送来的。除
了为他送米，社区还经常送菜上门。

之前，他的老屋一到下雨天就
漏雨，前两年经过改造，现在他的
老屋不仅不漏雨了，里面经过粉刷
后，也变得更加美观了。

一个人生活，吴文华吃饭很简
单。他说，最近几年，他吃得最多
的是稀饭和方便面。邻居见他总
是这样吃，营养跟不上，便时不时
来喊他去家里一起吃饭。

因为患病，吴文华不能太劳

累。所以，大多数时间他只是待在
家里。天气好的时候，他也会乘坐
公交车去外面转转，但最远的也只
是到过花园新村附近。

吴文华说，他长这么大，还没出
过常州，到过最远的地方是老家安
家，还是多年前父亲在世时去的。

“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爸爸患病，妈
妈是残疾人，我不可能走得太远。”

一直以来，吴文华有个梦想，
就是到海边转一转看一看。曾经，
这个愿望差一点就实现了。那时，
他还在奔牛打工。厂里领导说，要
带员工到某海边城市旅游。吴文
华得知后，激动了好几天。但后来
他听说，不去旅游的话，可以折换
成现金。这时候他犹豫了，最终还
是把旅游福利折换成了现金。

“那时候家里缺钱，我心想，只
要自己努力，早晚有一天，我会去
海边看海的。”谁知道，几年后接连
的变故，让他这个愿望逐渐变得遥
不可及。

母亲去世前，对患病的吴文华
放心不下，便把积攒了多年的 3 万
多元现金交给社区，让社区代为管
理这一笔钱。几年过去，社区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吴文华很节约，到
社区取款的次数并不多。

“现在，我已经不想着去海边
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
一个人好好的，不让太多人为我操
心。”吴文华说。

曾经，他有个梦想，到海边看海。随着父母先后去世，自己患上
重病，这个愿望逐渐变得遥不可及。

曾经，他相信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只有努力工作。现在，社区和
邻居的帮助给了他信心和希望，他说现在最大的愿望是——

“不让太多人为我操心，自己一个人要好好的”

夏 荣 大 居 住 在 南 河
沿，居住地靠近运河，他每
天都喜欢到运河边转转。
望着潺潺运河水，他时不
时想起过去 30 年的坎坷
岁月。

年轻时候的夏荣大早
早从常州农村出来闯荡，
几十年时间里一直在工地
打工。由于头脑灵活，又
肯吃苦，他从普通搬砖工
逐 渐 成 长 为 一 名 小 包 工
头。经过努力打拼，他在
南河沿买了一套很小的老
房子。

“别看小包工头，我那
时候可忙哩！”夏荣大回
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
期开始，他每天待在工地
上，回家次数渐少。由于
疏忽了家庭，导致他和老
婆分手。此后，他和女儿
相依为命，过起了既当爹
又当妈的生活。

一边忙着工地的活，
一边抚养孩子，那时候的
夏荣大每天都是超负荷运
转。也许是因为太劳累，
他身体很快垮掉了。2002
年左右，他陆续患上高血
压、心脏病、哮喘等疾病。
拖着病痛的身体，他在不
得已的情况下，告别了工
作多年的工地。夏荣大介
绍，十多年来，为了治病，
他每年都要住院。最多的
一年，他四次住进医院。

勤德家园社区得知他
的情况后，为他办理了低
保。但是，每月大几百的
医药费仍给他带来较大压
力。为了治病，他多次向
亲戚朋友借钱。但总是借
钱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又
咬紧牙，开启了打工生活。

这几年，他做过保安，
还做过仓库管理员，但因
为身体不好，时不时请假，
再加上他又患上了耳聋的
毛病，找零工越来越难。

“人家一听说我身体
不太好，就不敢用我了。
我也理解，现在干脆不出
去找工作了，安心在家养
病。”夏荣大说，为了减轻
经济压力，他在身体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到哥哥的小
餐馆帮忙。帮忙半天，然
后在小餐馆吃饭，这样也
能省一顿饭钱。但他哥哥
也并不容易。“前两年，他
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变
故 —— 儿 子 去 世 了 。 现
在，他还要抚养孙子，压力
很大。”

从今年开始，夏荣大
去 哥 哥 餐 馆 的 次 数 减 少
了，因为自己身体状况越
来越差。他开玩笑说，现
在，他打交道最多的就是
那些药物。说着，他把药
物拿到了记者眼前，各种
不同的药物堆在一起，有
七八种之多。

年轻时候的打工记忆他依然清晰，
而现在——

打交道最多的，
就是那些药

编号：529
姓名：吴文华
年龄：38岁
住址：五星街道勤德家

园社区
家庭情况：父母去世，自

己患有肠癌，现在独自一人
生活，没有劳动能力，靠低保
生活。

编号：530
姓名：夏荣大
年龄：65岁
住址：五星街道

勤德家园社区
家 庭 情 况 ：离

异，独居，靠低保生
活，独自一人把女儿
抚 养 大 。 本 人 身 患
高血压、心脏病等多
种疾病，每年住院数
次，生活压力较大。

夏荣大每天要吃好几种药夏荣大每天要吃好几种药

吴文华家里摆设简单吴文华家里摆设简单，，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

吴文华 父母去世，肠癌患者，无劳动能力。 医药费
夏荣大 独居老人，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 医药费
方 晴 脑梗患者，女儿上小学，生活困难。 生活费
周阿林 肠癌患者，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 医药费
陈志伟 独居，尿毒症患者，每周需化疗。 医药费
苏文青 患有严重肺病和哮喘，生活困难。 生活费
陈根凤 视力残疾，患有严重糖尿病，生活困难。 医药费
管中一 独居，患有精神残疾和多种疾病。 医药费
张长庆 患有严重肺病，生活困难。 生活费
陈祥大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 生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