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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5 日下午，金坛区人民医院一
间病房内，在 10 多位义工的祝福声中，
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的万联平含泪许下
了自己49岁的生日愿望。

这天是万联平的生日，也是他在义工
朋友帮助下重回医院接受治疗的第一天。

14 日上午，记者见到万联平时，他
正在进行血液透析。“在最困难的时候，
是他们拉了我一把，给了我希望。”万联
平说。

万联平是指前镇洮西人，一家4口，
父母年近八旬，儿子因病休养在家，而他
身患糖尿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只能
打临工补贴家用，全家每月收入不到
2000元。

两年前，有心想要帮助他人的万联
平加入金沙义工协会，在协会的 QQ 群
和微信群里，他的名字叫圆梦，“他在群
里很少说话，但每次义工活动做事都是
最认真积极的，不怕脏，也不喊累。”金沙
义工协会管理员沈俊告诉记者。

7 月初连日强降雨，指前镇受灾严
重，金沙义工协会安排义工驻扎社头中
学安置点为灾民服务。大多数义工因为
有工作无法全天留在安置点，万联平主
动请缨，打饭、搞卫生、搬运物资、收拾被
褥，7 月 5 日－18 日，他一直坚守在社头
中学。

7 月 30 日下午，万联平打完临工准
备回家时，中暑晕倒在汽车站，入院检查
时，血糖比正常数值高出近5倍，中暑造
成肌肉溶解导致急性肾衰竭引发尿毒
症，病情十分危急。因无力承担治疗费
用，住院6天后，他放弃治疗，自行出院。

沈俊等人当晚得知这一情况后，立
即组织协会近 600 名义工捐款，一晚上
便筹得 1 万元。本月 5 日一早，沈俊等
人赶往万联平家，接他重回医院治疗，

“他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电，只有一台老
式风扇”。

一传十、十传百，帮助老义工万联平
筹集治疗费的爱心倡议很快在金坛义工
群体中传开，除了金沙义工协会，手拉手
义工协会、茅驴志愿者协会等义工组织
也纷纷加入。截至昨天，已有近千人参
与捐款，共筹得善款5万余元。其中，有
一笔 5000 元的捐款来自北京一位不愿

留名的好心人，他说是在微信朋友圈得
知此事的，希望尽一份力。

但万联平的病情不容乐观，他的主
治医师、金坛区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唐
伟告诉记者，二次入院接受治疗已经 10
天，万联平仍无法排尿，肾脏恢复希望不
大，这意味着他未来需要进行每周 3 次

血液透析，一年的治疗费用近 10 万元，
义工的捐款只能暂解燃眉之急，这个贫
苦的家庭仍需要社会帮助和关爱。

记者了解到，金沙义工协会沈俊的
电话是：18015806169；微信号是：jun-
love622。

蔡洪 陈玉婷

10多天已有近千人伸出援手

一直帮助别人的人——

49岁突然走到生死关头

图片说明：照片由金沙义工协会提供。

昨天，常州警方来到市救助管理站，
为留站1个月的缅甸女孩李小七办理了
通行证。很快，被骗离家 8 年的小七就
可以踏上归乡路了。

当天，记者在救助站见到了李小七。
这个缅甸姑娘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还带一点苏北口音；衣着和大街上的
中国女孩也并无二致。言谈间，小七告诉
记者，她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哪年
生。多亏这里的工作人员，不仅推算出她
今年22岁，还帮她找到了家乡。看得出，

小七其实很机灵，性格也开朗乐观。

被骗离乡

说起在缅甸的生活，小七有些激
动。“我家和中国离得很近，本身也是汉
族人，讲汉语、写汉字，不过我只会写自
己的名字。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连我一
共 9 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自小受
到家人宠爱，小七并不用下地干活，闲时
在当地镇上帮人看店售货。

8 年前，小七在店里被两个陌生女
人搭讪，对方说要带她去附近一个城市
找个高薪工作。14 岁的小七动心了，壮
起胆子就跟着她们走。很快，她发现自
己被骗了，因为路越走越远，交通工具也
换了好多次。最后，她被交给一个男人，
从云南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到了南京。

因为年纪小，没出过远门，小七也不
知道报警求助，她能做的就是绝食，不吃
对方给的饭菜，怕被下毒。其后，又跟着
那个男人辗转到了泗洪，趁男人去买水
的空当，小七逃跑了，她不辨东南西北，
一个劲地跑，直到又累又饿晕了过去。

遇见“奶奶”

等小七醒来，已经躺在70多岁的孔奶
奶家了。小七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张
庄。孔奶奶是个善良的空巢老人，看小七
实在无处可去，就收留了她。一开始，小七
胆子很小，每天在奶奶家看看电视、做做家

务，奶奶则下地干活维持两人生计。
到了18岁，小七眼见着孔奶奶干不

动田里的活了，就开始学着做农活，时不
时还帮村上人种玉米、摘西瓜。村上人
对小七也很友善，小七干一天活能挣 50
元，她主动把钱交给奶奶保管，自己要花
钱时再问奶奶要。

祖孙二人感情日渐深厚，“奶奶只有
一个缺点，就是太唠叨，一句话要说十几
遍，我有时听不下去就跑出去玩了。”小
七调皮地告诉记者。

不过，异乡情再温暖也无法抹去小
七对父母家人的思念。她无时无刻不在
想念爸妈，有时候梦见回家了，自己抱着
父母哭作一团。还没来得及高兴，就从
梦中哭醒了。

即使如此思念故乡，小七却一直没
有勇气回家。由于读书少，生活封闭，她
只知道自己不是中国人，但连祖国的名
字都说不上来。加上在奶奶身边生活得
很宁静，小七有时想，要不就在这里待一
辈子吧！

但是，奶奶却不这么想。孔奶奶今
年 83 岁了，身体日渐衰弱，她放心不下
小七今后的生活，这两年老是劝说她去
找 爸 妈 。 奶 奶 还 把 小 七 这 些 年 挣 的
3000元交给了她。

小七想了想，又把钱还给了奶奶，自
己带着四五百元出门了。

来到常州
小七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自己是

从云南到泗洪的，知道云南在南边。张
庄村上有人在常州打工，听说常州也在
泗洪的南边，她就以为常州离云南很近。

上月14日，小七坐着大巴车来到常
州。一出车站，她就晕了：不知要往何处
去。在出租车上，和她一起拼车的小姑
娘帮她报了警，小七次日就被警方送到
了救助站。

此时的小七，身上只有395元现金，
和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无纺布袋。救助
管理站不仅为她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
境，还一直尝试着帮她找家乡。

小七说自己是从云南过来的，并说了
“火烧寨”、“大水塘”、“小埠塘”等地名，救
助站管理科科长黄继忠在网上反复查询
都没有头绪。经过进一步启发，小七说自
己站在南天门山上就能看到老街，正是

“老街”二字启发了黄继忠，让他将思路转
移到了缅甸。果真，通过上网查询，发现
缅甸老街市附近真有一座南天门山。

救助站立刻与警方通力协作，经与
缅方确认，最终确定小七的家就在缅甸
西山区大水塘乡小蚌塘村，父亲叫李老
贵、母亲叫李芳子。

据了解，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小七将
被警方送到云南边境管理部门，再由此
返回缅甸。

8 年的回家心愿终将实现，小七反
而流露出了不舍。她说，自己还会通过
合法途径回到中国，看望守护自己这么
多年的孔奶奶。

朱雅萍 承文菊

流落中国8年——

一缅甸姑娘终于知道家在哪里

本报讯 昨天，记者在常州中标机动
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车辆检测现场看
到，一辆车从进门到出门，经过自动流水
线检测，并进行网上资料核查等一系列
程序，整个年审时间大约30分钟。中标
机动车检测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7 月，他们在全市首家推出了微信预约
和上门提车年审服务，至今已有 300 多
人感受到这一便利快捷的服务。

位于中吴大道宣盛路 28 号的中标
机动车检测公司，是常州投资集团全

额投资的国有独资企业，目前有模拟
加速工况法检测线 3 条、自由加速不
透光烟度法检测线 1 条和机动车安全
性能检测线 3 条。公司负责人说，不
少车主总觉得年审难、年审烦，有委托
4S 店年审的，还有路边黄牛代办的，但
一次年审往往要花上好几百元。到这
里，只要把年审材料和车钥匙交到总
服务台，并缴纳市物价部门核定的 162
元年审费，就可享受最优质的服务，不
收取任何额外附加费，坐等 30 分钟，

即可驾车回府。
现场，车主霍庆恽说：“这里正规，年

审费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不乱来。但好
多车主不清楚，就委托别人代办了。其
实，很简单，不花冤枉钱。”记者了解到，
中标机动车检测公司这次推出的微信预
约平台和上门提车服务，车主只要添加
中标年审微信公众号 czzb88 和致电
83290278，留下姓名、车牌号码、手机号
码和预计来检时间，客服人员将在第一
时间回访确认并做好登记安排，并提供

全程VIP一站式无忧年审服务。
据悉，中标机动车检测公司与新城

地产还进行了深度合作，新城旗下的所
有小区业主，皆可通过新橙社App下的
汽车年检一栏进行线上预约年审。小区
业主只需提交汽车类型、所在小区和年
审时间，并通过线上支付或直接到小区
物业支付，即可成功预约。下一步，他们
还将与更多小区合作，让车主享受更多
便捷、周到和完善的优质服务。

（李吉 秋冰）

首家推出微信预约和上门提车年审服务

常州中标公司——

汽车年审检测：只收162元，仅需30分钟

本报讯 昨晚，市财政局利企惠
民咨询活动走进湖塘镇，将我市服
务发展、减负利企的相关政策向市
民作宣传和普及。

上半年，我市出台《市政府关于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意见》，切
实减轻企业负担。

降用工成本。从2016年1月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市失
业 保 险 费 率 由 现 在 的 2% 降 至
1.5%，其中：用人单位缴费的比例为
1%，个人缴费的比例为0.5%。困难
企业暂时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在提供有效缴费担保后，经批准可
缓缴除基本医疗保险费之外的社会
保险费，缓缴期最长可达6个月。同
时，积极落实援企稳岗等补贴政策，
将失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稳岗政策
扩大到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

降融资成本。优化小微企业融
资服务，推广“苏科贷”、“苏微贷”和

“创业贷”等创新产品模式。建立科
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截至 2016
年6月底，累计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发放贷款336笔、金额9.27亿元。贷
款平均利率从2014年的7.96%逐步

下降到2016年6月的5.9%，最低利
率为4.79%。通过政府增信，有效解
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助推
科技型企业快速发展。

降投资成本。鼓励企业加大投
入, 提升制造水平，努力打造智能
制造名城。调整完善市政府“三位
一体”发展战略转型升级专项奖补
政策，每年市、区两级政府继续安排
专项奖补资金不少于6亿元。

四是减税费负担。从 2016 年
起暂停征收防洪保安资金，取消网
络计量检测费、粮油储存品质鉴定
检验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对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按有关规定免征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
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等政府性基金。

从 2008 年至今，我市根据部、
省文件规定，先后18次取消、停征和
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178 项。
全市一年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7.93
亿元。截至目前，我市根据部、省文
件规定，先后2次取消和减免政府性
基金4项，全市一年减轻企业和社会
负担4.21亿元。 （财宣 宋婧）

财政“四大实招”
为企业降本减负

“秋老虎”下山，再度开启高温
模式。昨天上午，溧阳市城管局环
境卫生管理中心邀请该市红十字
会，为 100 余名环卫工人开展急救

专场培训，现场学习急救基本技能、
意外创伤包扎、中暑处理等知识，提
高环卫工人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
救能力。 芮曼菁 陈蕾 文/摄

万联平十分感谢所有帮助他的人。

小七在写自己的名字。

（上接A1版）
东庄村居住着1000多户居民，

外来人口居多，寻人较难。13 日上
午，警方组织 10 余名警力，分成两
组，挨家挨户摸排走访调查。14 日
晚上 8 时，警方终于找到了捡拾篮
子的魏女士。46 岁的魏女士老家
在山东，来常州打工已有 10 多年，
主要做一些干货零售和硬纸板回收
的小生意。

15 日早上 5 点多，警方等候在
魏女士暂住地门口。等到 8 点多，
魏女士终于打开大门。民警进门，
问其最近是否捡到东西。魏女士很
坦诚地说，最近捡到一个竹篮，里头
有一笔钱，随后她从床底下将竹篮
拿出，交给了民警。魏某告诉民警，
里头的钱，她一分都没有动。

11 日中午，魏女士骑着三轮车
去收硬纸板，看到路上有只无主的
竹篮，便将竹篮带回了家。“我到家
打开篮子里的红布包一看，里头竟
然是好几沓钱。我都吓坏了。我不
知道这钱是谁丢的，也不知道该还
给谁；而且老公又回老家了，不知道

怎么办好，就赶紧把篮子塞在了床
下，准备等老公回来后再商量处
理 。”民警找到她时，她很主动地将
竹篮拿了出来。

15 日上午，在派出所里，魏女士
看到了丢钱的唐大妈，还连连表示抱
歉。她说：“我真不知道怎么找人还
钱，害得你着急了这么多天！”

唐大妈对魏女士深表感激，随
后还拿出 3000 元塞给魏女士表示
谢意。魏女士不肯收，在唐大妈的
坚持下，魏女士才收下了这些谢
意。在所里，唐大妈还对派出所的
民警连连道谢。她说：“我要感谢派
出所的所有民警，如果不是他们，我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谢谢他
们这么尽力帮我找回10万元，我都
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真的太
感谢了！”

据了解，唐大妈当天携带10万
元现金出门，是去礼嘉还债的。

武进警方昨天提醒老年人，外
出时不要带大额现金，如果需要携
带，最好有子女或朋友陪同，以防
丢失。 小波 孔方 文/摄

10万元现金找回来了

13 日，在金坛上阮农业公园内
的常州晶泉果品专业合作社，一位
技术人员在指导园区工人加强田间
管理，保证葡萄品质。

据该合作社理事长周国超介
绍，这种葡萄叫“红宝石”，是一种晚
熟品种，要到 9 月初上市。他们的

葡萄种植与众不同，首先是挂果期
禁止施用农药、激素；二是做好疏果
工作，控制产量；三是不套袋，让葡
萄增加光合作用时间。这样的葡萄
果实饱满色泽好，颗粒均匀甜度高，
单果个大耐贮存。

常供销 唐秋冰/文 张海韵/摄

这里葡萄不套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