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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连载

范小青

在一手扶助弱者的同时，伸出
另一手，挽起更多人的正能量。

——题记

2007 年 3 月 2 日，小老板朱佳军翻
开《常州晚报》，被 A6 版的一则报道吸
引了——五星街道花园新村第二社区向
困难居民征集微心愿。

“一副眼镜、一点米油、一身新衣服，
这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东西，对他
们来说居然成为心愿了。”感慨之余，经
营平价眼镜超市的他立即拨通了热线电
话，认捐了其中一位困难居民想要一副
青光眼镜的心愿。

10年过去了，每个周五关注《常州晚
报》A6 版的“周末关爱”栏目，已成为朱
佳军以及千千万万老读者的一个习惯。

“ 周 五 ，我 们 报 道 ；周 末 ，大 家 关
爱。”10年多，540个周末，5400户家庭，
由微心愿汇聚而成的“心愿树”，如今已
枝叶繁茂。

一

“周末关爱”的点子，源于2007年春
节前夕《常州晚报》要闻部的一次选题
会，一句提问抛出了搭建这个慈善平台
的第一块砖——“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贫
困家庭的心愿登到报纸上？”

记者编辑们产生强烈共鸣，随即便
分头联系各自负责的社区。

春节前 10 天，“新年圆梦”行动启
动。《常州晚报》连续刊登出 10 个社区
100 个贫困家庭的困境和心愿，向全社
会求援。报道很快引起反响，许多市民
打来电话，甚至直接赶到社区捐款捐
物。到小年夜，100个微心愿全部实现。

春节过后，编委会决定将“新年圆
梦”行动变成每周五常设的“周末关爱”
栏目——以心愿诉说的形式，向全社会

发布社区困难居民的生活需求信息，其
中包括 1 个困难家庭急难求助的故事、
10 个贫困家庭的困境和微心愿，呼吁广
大读者、社会各界帮助他们。

白血病少女贾静通过“周末关爱”的
报道，凑齐了骨髓移植的手术费用；自己
患有尿毒症、母亲又患上癌症的戴倩，收
到了得以治病和生活的 16 万元善款；

“暖新闻”记者联盟通过栏目，向环卫工
人捐赠 3000 只小马扎；栏目发出为 500
户困难家庭“捐被子、结对子”倡议，短短
两周就全部认捐完毕⋯⋯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对那么困难的家庭，捐助一点米和

油，即使微波炉、空调、电视机，又能为他
们解决多少问题呢？曾经参与“周末关
爱”栏目报道3年多的记者谈必行坦言，
在加入该栏目报道和活动的最初日子
里，她也曾有过这样的疑问；但几次采访
下来，她很快改变了想法。她说：“完成
一个小小心愿，虽然难以从根本上帮他
们走出困境，但其中传递的爱、关心和温
暖，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力量。”

就这样，“周末关爱”在这条路上一
走就是 10 年多。尽管记者编辑换了一
茬又一茬，但是，不辍的坚守却让栏目的
爱心接力始终没有停歇。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新闻慈善”往
往囿于新闻价值的桎梏，更多地把焦点
对准那些蒙受巨大苦难的人群，而“周末
关爱”打破了这一壁垒，用创新新闻报道
的方式，定位于那些常常会被忽略的边
缘家庭。

常州聚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是较早
参与“周末关爱”行动的施助企业之一，
总经理冷涛说：“真没有想到，我们身边
还有这么多人生活在艰难困苦的边缘线
上。”

因此，在栏目记者朱春燕看来，“周
末关爱”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搭起了一
座桥，让数以万计的读者了解困难群体
的生活境况，并向有心、有力者贯通了提

供帮助的渠道；而擦亮这扇窗、搭好这座
桥，则是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责
所在。

每周深入社区倾听困难居民的心
愿，也让许多记者编辑常常在采访时就
忍不住自掏腰包捐钱捐物。栏目负责
人、《常州晚报》要闻部主任唐欢微笑着
说：“别人写稿是‘扒工分’挣钱，我的同
事们做‘周末关爱’却总往外贴钱。”

“梅先生”，是“周末关爱”栏目最熟
悉的陌生人。从 2009 年 6 月 5 日起，他
几乎每周都通过“周末关爱”提供捐助，
迄今为止，鲜有间断。但8年来，始终无
人清楚“梅先生”的真实姓名和准确信
息，甚至栏目组辗转了解到，“梅先生”实
际上还不止1人。

通过电话采访，其中的 1 个“梅先
生”告诉记者：“我一直想做公益，但社会
上有些平台的可靠度、真实度不能确定；
而‘周末关爱’背后有《常州晚报》的公信
力支撑，又是直接通过基层去帮助有困
难的居民，能让人相信、让人放心。”

二

近几年来，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
无论是各级各类的平台，还是丰富多样
的活动，最难解决的问题，不外乎如何将
公益慈善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精准匹配。

“周末关爱”正是在这一路径上作出
了有效探索。

2013 年，在乡下开办农场的张守
柏从“周末关爱”的报道中得知，广成路
社区有些老人平时生活很困难，有的连
新鲜蔬菜都舍不得买，他就联系了几个
好友，把他的农场种的几百斤蔬菜和大
米送到了社区，再由社区分发给需要的
老人。

3 岁女孩高语晗患有脊髓性肌萎缩
症，2016 年，她的故事经“周末关爱”报
道后，市残联辅具中心主动找到栏目组，
向她捐出了1台助行器。

安徽打工者黄继红的两个孩子因为
交不起学费而面临辍学，经“周末关爱”
报道后，孩子所在的牛塘文汇小学主动
帮他俩减免了部分学费。

栏目记者将扶贫帮困的焦点对向了
最细微处。

他们深耕需求侧，挖掘生活困难者
的真实愿望，让援助更有针对性、更具个
性化；与此同时，以“微慈善”实现微心愿
的方式，也大大降低了公益慈善的门槛，
让供给侧的覆盖面更加广阔。

2011年春节前夕，“周末关爱”栏目
报道了天宁街道斜桥巷社区两岁半的小
女孩云云想要旺仔牛奶糖和过年新衣服
的愿望。短短 1 周内，60 多位爱心人士
找到社区捐款捐物。“捐赠来的物品可以
开一个小百货店了，钱物登记写了 5 张
纸。”社区干部小陆说，这当中，有许多
是油米、小衣服、糖果零食等不足百元的
小东西。

正是“周末关爱”于细微处见真情的
暖色调，才让越来越多的读者意识到，公
益慈善并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
床被子、一只马扎、一个举手之劳，也能
给人温暖。由此，越来越多的市民通过
微小的付出和行动，参与公益慈善的大
事业。

10 年来，该栏目每期的“爱心回
应”，都会有一串长长的名单。伸出援手
的热心人中，有像购物中心、民生银行、
苏宁电器、惠民药店、伟星管业、福彩中
心、银丝面馆这样的知名单位，也有那些
坐上两三个小时公交车，只为赶到社区
送上几百元钱的老伯和大妈，还有把攒
了许久的压岁钱拿出来助人的孩子。

更令人惊喜的是，那些曾经接受帮助
的困难家庭和个人，在“周末关爱”精神的
感召下，摆脱困境之后，又向他人伸出援
手，完成了从需求侧向供给侧的迁移。

“用板凳走路”的张国强，是栏目记
者陈征在2007年时采访的。当时，他提
出，冬天没法热饭，想要一台微波炉，而

拒绝了其他的帮助。他说，他想开一个
修理残疾车的铺子，用自己的双手养活
自己。10 年过去了，张国强的修车铺
经营得有声有色，他还加入钟楼区肢残
协会，和许多残疾朋友一起组成了“红
帽子”志愿服务队，经常开展广场助人
活动。

朱春燕记得，康复后成功找到工作
的贾静曾给她发来短信：“朱阿姨，我现
在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钱，也想捐些钱
帮助那些贫困家庭。”

患有先天性复杂型心脏病的胡晶晶
领到“周末关爱”爱心基金2万元救急救
助金后，她的父母正巧看到栏目关于患
有髓母细胞瘤男孩苗晨的报道，当即便
拿出一部分钱转交给了苗晨一家，并相
互鼓励共同战胜病痛。

去年年底，爱心基金还收到了一笔特
殊的捐款。一位名叫何盈霏的女孩，生前
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经报道后，收到社
会各界捐款近40万元。女孩的遗愿，就
是将没有用完的善款转捐给周末关爱公
益基金，用于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三

每到年底，栏目记者吕洪涛总是念
念不忘永红街道广成路社区的“社区春
节”。这是一个由“周末关爱”衍生出来
的公益活动，而且延续了 4 年。不仅如
此，他所做的一篇社区患癌老人的报道，
还促成了老人洗澡服务队、社区送菜服
务队两支民间志愿队伍的建立，志愿者
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如今已经过百。

唐欢告诉记者，与开栏早期相比，
“周末关爱”近年来更为重视挽起更大的
社会力量，引导相关企事业单位、公益组
织和社会爱心人士，紧密汇聚在“周末关
爱”的旗帜下，展开细水长流式的“微公
益”帮扶。同时，栏目不仅征集物质上的
帮扶，还倡导提供志愿服务，大大提高了
参与度。

于是，50家惠民药店跟随“周末关
爱”每周走进1个社区，捐赠2000元购
药券；对“周末关爱”报道的肿瘤患者，
102 医院一律免去医保之外的自付费
用；清凉寺、“梅先生”等栏目“铁粉”，
一期不落走进社区给予定额捐款；王
宇洲、顺发车队、苏宁易购等，也将单
次活动中提供的理发、接送等特色志
愿服务，逐渐发展为常年坚持⋯⋯

2008年，“周末关爱”报道的一则
心愿格外引人注意——双桂坊社区的
双胞胎孙开、孙兴要上幼儿园了，他们
想要两只小书包。此后，帮助小哥俩
的“接力棒”不断地传递，社会各界对
他俩的帮助产生了连锁反应——最
初，社区邻里筹款帮他们的妈妈治病；
妈妈去世后，又帮着照顾年幼的小哥
俩；随后，他们所在的幼儿园与爱心人
士捐献 29000 元建立爱心基金，取名
为“开开兴兴基金”；到小哥俩上小学，
基金移交到他们所上的广化小学，此
后，还不断有爱心人士为其注资⋯⋯

随着“周末关爱”活动的常态开
展，该栏目挽起的力量越来越大。越
来越多的机构、企业家和普通市民的
加入，让关爱的辐射范围更广、济困能
力更强。许多市民认为，该栏目的平
台效应，既体现在扶助弱者，又体现在
唤起社会爱心，传播现代慈善文化，做
到了“成风化人、凝心聚力”。

“周末关爱”在延伸。2012 年市
福彩中心捐资24万元建立的“周末关
爱福彩帮帮你基金”，现已更名为“周
末关爱·爱在福彩”基金，定向用于“周
末关爱”行动。同时，“周末关爱”还在
原来帮助贫困家庭完成心愿的基础
上，增加了“帮助急难求助者解决较大
实际困难”的爱心项目，建立了由市慈
善总会、四药公司、市福彩中心、市价
格惠民药店等共同参与的“周末关爱
社会公益联盟”。

唐文竹 吴燕翎 沈向阳

540 个 周 末 的 约 定

小金态度尚好，但话锋也尖利，毫
不客气：“我们居委会就是负责把你的
尿检报告一起附上去，只有其他条件
都符合，尿检也过关，才能给你办低
保，你不尿检的话，申请就无法递上
去。”

罗桂枝又气又恼，说：“亏你们想
得出来，我要是有钱吸毒，我还来办什
么低保？”

小陈闷了半天了，这会儿又兴奋
起来，插出来说：“哎，你这话不对，有
好多人，本来好好的，有一份工作，有
一个稳定的家庭，结果因为吸毒，把自
己吸成个穷光蛋，把家庭吸得四分五
裂，全完蛋——”

罗桂枝张嘴道：“你、你才——”一
口气噎住了。

小陈一开口就收不回来，继续痛
快地说：“吸毒赌博之类，都不允许办
低保的，你也不照照镜子，不用脑子想
一想，难道国家会送给你钱，让你去吸
毒，让你去赌博吗？”

罗桂枝半天回不上气来，等她终
于回过气来时，骂人的话已经变成了
哭声：“你们欺负人，我容易吗，一个
女人，没有工作，把儿子带大，我容易
吗——”

余老师“哎”了一声，说：“是呀，你把
儿子带大了，你儿子都有二十了吧，又不
上学，干什么呢，你白养着？”

小陈也乘机攻击说：“他是富二代，
还是官二代，不用上班，有老娘养着，好
羡慕啊——”

罗桂枝抹着眼泪说：“他没有上大
学，一个高中生，到哪里去找像样的工
作？”

小陈又尖嘴道：“喔哟，还要像样的
工作，要求还不低呢，我们这样的大学
生，也就到居委会混混——”

罗桂枝哭着奔出去了。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触动她的哪

根神经了，林又红更是疑惑地说：“怎
么？她走了，不要办低保了？”

小陈说：“管她呢，走了才好，省得烦
人。”

有个来办理入托老年食堂的老人在
旁边看了一会儿，对居委会干部有意见
了，批评说：“你们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你
们可能觉得申请低保的人，都是不学好
的，都是不努力不上进的人，不是吸毒，
就是什么赌博，或者什么——”

这老人戴着副眼镜，看起来还蛮有
知识、蛮有学问的，他来入托居委会为社
区老年人解决吃饭难的食堂，明明是居

委会在替他们做事，他不仅不感激，反而
还批评指责，还说居委会戴有色眼镜看
人，林又红心里都恨不得反驳，你才是戴
着有色眼镜在看居委会，但她不能说。

见大家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老人
还变本加厉有说有道地漫谈起来：“其
实啊，社会上有很多人，本来本质都是
好的——”

小陈抢了话头就说：“是呀，本来都

是好人，是被我们居委会想成坏人的，是
吧，现在我们办的老年食堂，也都是为坏
人办的，您老人家是好人，就不必来加入
了吧，免得被带坏了。”

老人并不生气，还“呵呵”地笑，他这
分明是在嘲笑居委会的人、嘲笑小陈呢：

“你们做居民工作的，就是要受得了委屈
嘛，怎么一点点不中听的话都不能讲，一

点点反面意见都听不进去，你们的工作
怎么做得好嘛。”

眼看着小陈又要和他呛起来，林又
红赶紧认错说：“老伯伯，您说得对，群众
的意见，我们一定要听的，说得对的，我
们就要虚心接受，认真改进——”

并没有因为林又红降低了姿态，老
人的批评就停止了，他仍然嘀咕个不停，
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最后竟然还说：“我

是没有办法才来搭伙的，但凡有一点办
法，我才不愿意来呢。”

就好像是居委会低三下四请他来
的。

可其实就是居委会低三下四请他们
来的呀。

小姜替老人办好了有关手续，把饭
卡交给老人，对他说：“您是头一次来，我

带您去隔壁的食堂看一看，到时候你就
知道具体怎么做。”

老人不满意地“哼哼”着说：“那就看
看吧。”

这才把老人请走了，但是大家的情
绪已经被破坏了，一时没有人说话，被罗
桂枝撕下来的那张榜还丢在桌上，林又
红先把它收起来，对余老师说：“这几个
被居民点名举报的低保申请户，我上门
去看看情况吧。”

余老师犹豫了一下，说：“林主任，其
实，其实也不一定再去了解什么。”

林又红有些奇怪，说：“那怎么行，既
然有人举报，总得核实，如果不核实，那
到底听谁的呢，这一批低保还要不要进
行呢？”

余老师说：“当然是要进行的，其实
大致上都还是这几个人，不会有什么大
问题的——”

林又红见余老师态度这么暧昧，不
由有些怀疑，直截了当就说：“不管有没
有大问题或者小问题，我们总得认真对
待居民的举报吧，总不能置举报不顾，就
确定张榜的这些人吧，那要这公示干什
么呢？”

余老师被说得不吭声了，停了一会
儿，她才犹豫着说：“要不，还是我去吧，

你情况不太熟悉——”
林又红的怀疑不免加重了，她

直接拒绝了余老师的建议，说：“正
是因为我不熟悉低保这一块，不了
解情况，这一回我得去，不然我真是
一问三不知。”

余老师勉强地点了点头说 ：
“那，也好，你多了解一点居民的情
况，扩建工程这边，我多盯着点。”

一向懒惰不肯动身的小陈自告
奋勇和林又红一起去，林又红朝她
看了看，就估计到她又有什么话要
说。果然，才走出一小段，小陈就忍
不住告诉林又红，人情低保以前确
实是有过的，有个低保户给余老师
送过礼，余老师倒是推托的，但一推
托那个低保户就哭，就说申请肯定
没有希望了，没有活路了，余老师只
好先收下，想过后再还给他们，可是
等到街道审批一下来，这个低保户
就到处乱说，说余老师收了礼，才办
下来的，街道也来查过，幸亏那东西
还在居委会放着，不然的话，还真说
不清了，就这样，余老师还是被街道
批评了，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知道
是余老师，那一阵余老师的脸都没
处放。 （待续）

长篇小说连载

桂 香 街

焦溪翠冠梨熟了。尽管连日来持续高温，前来采摘购买者还是络绎不绝。
“往年大多每个 6.5 两左右，今年普遍长到 8 两左右。”郑陆镇农技农机站党支部书记曹国良说，去年每亩产量

3500－4000斤，今年要高出300斤左右；去年6.5两的梨收购价为3.5元/斤，今年收购价为4.3元/斤。
黄洁璐 凃贤平 金冬波/文 毕忠鉴 魏作洪/摄

本报讯 为创建“小桔灯”服务品牌，
在常州“用心点亮每一盏灯”，我市城市
照明管理处在 8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期
间，面向社会有奖征集"小桔灯"形象
LOGO设计方案。

市城市照明处“小桔灯”服务品牌名
称源自作家冰心的名篇。该处希望有创
意的市民和设计人员集思广益，为该服
务品牌设计一个能充分体现“用心点亮
每一盏灯”和勇于创新理念，反映常州照
明特色的具有高水平艺术感染力的卡通
形象。

投稿作品须在 9 月 15 日 17：00 前
提交至指定邮箱：czlight85119633@
126.com，并注明"小桔灯"形象LOGO。

所有参赛选手均可领取精美纪念品1
份；5幅入围作品，每位作者可获奖金2000
元；主办方将邀请专家组成评委会，评出1
幅当选作品，作者可获奖金10000元。

（史庭佳 周瑾亮）

城市照明管理处——

有奖征集
“小桔灯”LOGO 武进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一位

腹泻患者。
邹某 65 岁，7 月 25 日晚 10 点

左右，出现恶心呕吐、腹痛难忍、腹
泻多次等症状。家人以为他吃坏
了，没有立即送医。第二天，邹某腹
痛加剧，家人才紧急送往武进人民
医院就诊，发现竟是“鱼刺惹的祸”。

据接诊的急诊科副主任尹进南
介绍，他查看 CT 检查报告发现，患
者小肠内异物伴肠壁水肿，遂反复
询问其病史和生活史，同时请普外
科医生会诊，后以急性腹膜炎、小肠
内异物伴穿孔收入普外科。

因患者 3 月前曾在该院进行心
脏支架手术，在请心内科医生会诊、

麻醉医生评估后，普外科医生又为
邹某实施了小肠异物取出+肠穿孔
修补急诊手术。让医生和患者都没
有想到的是，在患者距离回盲部（回
肠与盲肠互相交接的部位）50 厘米
处取出一根约4厘米的鱼刺。

邹某妻子看到鱼刺后，才想起他平
时爱吃鱼，最近几天都买了油炸爆鱼当
晚餐。但邹某牙不好，满口都是假牙，
可能吃鱼时没有注意就吞咽了鱼刺。

普外科主治医师姜丹乾说，通
常误吞鱼刺最容易伤的是喉咙、食
道和胃，这个患者恰巧避开了这些
易卡部位。医生提醒市民尤其老年
人，应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预防吞
咽异物。 李婷 沈芸

4厘米长——

1根大鱼刺是怎么戳进小肠的？

（上接A1版）
丁纯一行还先后走访慰问了武

警常州市消防支队和海军 92138、
91079 部队。丁纯说，在目前复杂
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加强军地共建
愈发重要，军地双方要加强协作，更
好地服务于国防建设和地方发展。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
建设，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当好
人民子弟兵的坚强后盾。

市领导蔡骏、盛建良、许峥、何玉

清一行，先后来到常州市军休所、解
放军第102医院、常州陆军预备役通
信团、武警常州警卫处、常州边防检
查站走访慰问，感谢广大官兵为支持
常州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所
作的贡献，希望部队今后继续发扬优
良传统，为“增创发展新优势、种好常
州幸福树”勇立新功。同时，叮嘱工
作人员，热情周到服务好老同志，为
他们安度晚年、老有所为创造更好
条件。（姜小莉 韩晖 朱雅萍 陆峰）

市领导开展“八一”拥军慰问

常州日报
微信公众号

天气预报
今天多云到阴有阵

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
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今
天最高温度34℃，明晨最
低温度28℃。

我市出台新政
（上接A1版）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实现一个企业家应有的价值和责任担
当；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推上市，为
企业股改上市提供全方位、全流程的

精准服务、高效服务；社会各界要广泛
参与促上市，推动形成议上市、想上
市、争上市的浓厚氛围，其中，要充分
发挥中介机构对引导和促进企业上市

的作用。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佳中主

持会议。
副市长梁一波和市政府秘书长杭

勇出席会议。
有关部门、地区和企业作交流发

言。 （张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