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难救助档案

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本期周末关爱走进工人新村二社区，有意者请拨打社区电话：19952800228

微心愿家庭情况姓名

俞希南 精神残疾，母亲患有情感障碍症。 空 调

卜永和 妻子患肺癌多年，花费较大。 微波炉

朱荣法 患食管瘤多年，需每月吃药。 洗衣机

韩伟明 独居，胃癌晚期患者，每月医疗费较大。 医药费

刘步干 患间质性肺炎，治疗费用较大。 医药费

朱 云 骨折，刚动完手术，家里还有一位高龄母亲。 微波炉

谢梅娣 中风患者，还患有粉碎性骨折。 生活费

张中南 癌症患者，现处于化疗期间，治疗费用大。 医药费

孙雪明 患克罗恩病，治疗费用较大。 空 调

朱燕君 乳腺癌患者，独居，每月药费近千元。 洗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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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上午，“薪火
相传，五社联动”学雷锋志愿
服务月活动第三场公益活动
在新北区三井街道汇丰社区
举行。常州市星福到家便民
服务有限公司、常州枝秀家
政服务有限公司、三井街道
行政审批局一支部及汇丰社
区党员志愿者，走进汇丰社
区 5 位老人家中，为他们提

供助老便民服务。
陈全海是汇丰二村的居

民，今年 75 岁的他与妻子生
活在一起，他和老伴是新北
区最早一批的失地农民。3
年前两个儿子相继因病离
世，老两口从此相依为命。

“老先生，我们今天上门是来
给你清洗家电的。”常州市星
福到家便民服务有限公司的
志愿工作人员带着毛刷、抹

布、空调清洗剂等工具，一进
屋就热情地和陈全海打招
呼。志愿者师傅打开空调外
壳，取出并清洗滤网，擦拭百
叶板，待滤网晾干后再装回，
清洗工作一步步进行着。经
过认真清洗，空调滤网焕然
一新。

温暖阳光下，三井街道
行政审批局一支部及汇丰社
区的党员志愿者们一边跟老

人 们 唠 家 常 ，一 边 忙 着 择
菜。不一会儿，一盆鲜嫩的
苋菜就择好了。“正好午饭一
盘炒掉，你们都留下来吃午
饭啊！”陈全海开心地跟志愿
者说。

当天，常州枝秀家政服
务有限公司的志愿者们还为
社区老人提供了理发服务。
汇丰社区党总支书记李贤表
示，社区将深刻把握雷锋精
神的时代内涵，积极开展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在辖区营
造崇尚雷锋精神、敬老尊老
爱老的浓厚氛围。

“薪火相传，五社联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由常
州日报社、市民政局、市妇联
主办，周末关爱栏目、常州市
家庭服务业协会、常州市巾
帼家政联盟承办。

“薪火相传，五社联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
第三场公益活动在新北区三井街道汇丰社区举行

爱心来“敲门”，助老乐心头

张中南是前几年才搬到工人新
村二社区的。此前，他工作、生活都
在无锡，并在当地买了房子。之所以
再回到老家，全都和他的病情有关。

2015 年的一天，身体不适的张
中南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让他大吃
一惊——他患上了前列腺癌，而且还
是晚期。医生告诉他，一般来说，患
这种病的人最好要做手术治疗，但考
虑他此前就曾患有心脏病，且装了两
个支架，建议他选择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的费用并不低。除了
化疗，我吃的几种特效药都很贵，且
不能报销，只能自费。经过一段时间
的治疗，我的医疗费就开始吃紧了。”
张中南回忆，当时为了治病，不仅花
光了积蓄，还借了不少钱。后来不得
已，他和妻子商量后，干脆把无锡的
房子卖掉，搬到了父母曾经住过的常
州老房子里。

张中南告诉记者，患病到现在，
他已经做了两次化疗，现在，他还处
在化疗中。化疗期间，需要吃靶向
药，这些靶向药价格昂贵，有些还不
能走医保报销。他算了一下，一个月
下来，光是吃药费用都要7000多元。

“我和老伴虽然都有退休金，但
这些退休金还不够我看病的。所以，
这几年我们两个人的日子过得紧巴
巴的，买生活用品都是精打细算。”张

中南这几年长期服药，
药物的副作用开始显
现。他撸起袖子，胳膊
上露出一处一处的血
斑。此外，他的牙齿也
脱落了大半，只能吃流
食。

相比大多数前列腺
癌晚期病人，张中南的
病情控制得算是好的。
他说，和病魔抗争，身边
人带给他的信心和鼓励
起到了很大作用。

“比如我爱人，为了
帮我治病，支持卖掉房
子。在生活中，她对我
无微不至地进行关心、
照顾。我一个人不能洗
澡，她帮我洗澡。”张中
南说，这些点点滴滴的
温暖给了他战胜病魔的
勇气。

不仅是家人，社区
工作人员经常性的登门

探望和问候，也让他十分感动。今年
春节期间，社区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张
中南家，不仅送来节日的问候，还给
他带来了慰问款。

让他难忘和感谢的还有社会上
的好心人。为了强身健体，他有每天
到楼下走路的习惯。有一次，他从小
区出来，步行到原江南春宾馆附近
时，腿脚突然乏力，摔倒在路上，头部
磕到了路牙子上，鲜血直流。

“令我感动的是，事情发生后，立
刻就有好心人来扶我。还帮我联系
急救车和家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
很快被送到医院，得到了及时救治。
医生都说，如果来晚了，后果不堪设
想。”张中南说，尽管自己暂时遇到了
一些困难，但是有这么多人关心自
己，他觉得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家人、社区以及热心人的照顾和关心，让
身患癌症的他备受感动和鼓舞

“身处温暖怀抱，
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在工人新村二社区，说
到帮困助困，很多居民都会
提到“曙光爱心互助会”。多
年来，该互助会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党员
和群众开展帮困活动，向生
活困难居民伸出援手，送去
温暖。

“在我们社区，因病致困
的家庭比较多。于是，我和
其他几位党员就开始筹划怎
么帮助这类人群。”今年 85
岁的老党员虞云龙是“曙光
爱心互助会”的发起人之一，
曾担任工人新村二社区第五
党支部书记。据他介绍，该
互助会成立于2008年底，本
着“伸出爱的手，情暖居民
心”的原则，号召辖区党员为
身处困境的居民伸一把手、

助一把力。
虞云龙记得，最初互助

组 主 要 成 员 为 党 员 ，慢 慢
地，普通居民也加入进来。
他印象最深的是，互助组成
立 早 期 帮 助 过 一 个 儿 童 。
家住水岸人家的 5 岁儿童
小白（化名）突患白血病，为
了给孩子治病，原本幸福的
小家庭花光了积蓄，还欠下
外债。

互助会得知情况后，及
时向社区党员、居民发出倡
议。大家积极捐款，共筹得
善款 4.6 万余元，减轻了小
白一家的经济压力，为小白
的治疗争取到了希望。

江南佳园一位单身母亲
突患恶性肿瘤。患病前，她
是一位热心公益的爱心妈

妈，曾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
挤出善款，购买奶粉和尿不
湿，送给社区困难居民。虞
云龙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
捐助活动，同时，将这位爱心
妈妈的善举在社区内传颂。
短短几天，社区党员、居民共
捐助3.6万元。

“社区一人难，发动大家
帮”。15 年来，互助会共对
社区235余户困难居民家庭
进行了捐助，累计捐款24万
余 元 ，其 中 ，虞 云 龙 捐 助
5000多元。

“虽然我年纪大了，但会
继续发挥余热，组织党员和
有能力的居民帮助那些暂时
因病致困的居民，让他们在
困难中看到曙光和希望。”虞
云龙说。

今年 85 岁的老党员虞云龙是工人新村二社区
“曙光爱心互助会”的发起人之一

把爱的曙光映照每一个困难家庭

编号：566
姓名：张中南
年龄：71岁
住址：天宁区兰陵街道工

人新村二社区
家庭情况：癌症患者，现

处于化疗期间，为了治病，卖
掉了无锡房子。

张中南现在靠拐杖走路张中南现在靠拐杖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