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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一家宾馆工作，父
母妻子都重病，还有个 10岁的
女儿要抚养，生活的重担都压
在这个 40岁的汉子身上。很
多人都劝他：你对妻子也尽力
了，放弃吧，连岳母都这样说。
但他说：妻子在，至少女儿还有
个妈。
说起10岁的孙女，陈婆婆也

蛮揪心的。妈妈病后，孙女变得沉
默了，不太爱说话。有次学校回来
大哭一场，说有同学骂她穷鬼，穿

的都是地摊货，而且淘气的同学
总拿走她的笔、文具。有次有个男
同学拿走了她一盒彩笔，孙女不
敢告诉老师，回来告诉奶奶，奶奶
向老师反映后，这盒彩笔才被还
回来。陈婆婆担心的不是这盒彩
笔，而是担心这样下去，孙女会不
会不想上学了？
大年夜，父母在南京医院，小

孙女抱着奶奶，哭着问：妈妈的病
怎么还不好啊，妈妈好了，我们一
家在一起就完美了。

孙女 妈妈病好了，这个家就完美了

陈婆婆的女儿也是个苦命
人，因为前夫脾气暴躁，还打她，
儿子 10个月时就提出离婚，拖
了一年多才被判离。但代价是，
她失去了儿子的抚养权，净身出
户。闹离婚期间，前夫把房子锁
换了，她连自己的换洗衣服都没
能拿出来。

女儿离婚后一直和父母同
住，她很孝顺，和弟弟感情很好，
这个家，幸亏她撑了一半，工资全
交给父母，并承担起照顾侄女的
责任。陈婆婆说，如果女儿还有姻
缘，不求金不求银，只求找个对她
好的人过日子。

吴红琴 朱春燕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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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一场
特殊的小跳蚤义卖

上个周末，二实小的一群孩子

本报讯 上期的周末关爱，走进了钟
楼区西瀛里社区，报道见报的当天，社区
的电话就变成了热线，特别是单亲妈妈张
红和儿子亮亮，受到了最多的关注。社区
民政干事小顾说，很多次，她都被这些滚
烫的爱心深深地感动。
在众多献爱心的人士中，最特殊的还

属常州第二实验小学三（9）班的孩子们特
意为“周末关爱”举办的一场小跳蚤义卖。
红领巾跳蚤市场一直是二实小的特色校
园文化，这次班主任金旭峰老师在班上发
动，把小跳蚤义卖活动办到校园外，也是
想让孩子们感受到自己生活的幸福，学着
去关爱别人。上周六下午，在新北区万达
广场上，三（9）班的家长和孩子们搬来了
桌子，竖起了海报，扛来了家里闲置的书
籍、玩具，有的巧手妈妈连夜精心赶制了
美味的蛋挞、饼干和五彩元宵，还有的制
作了漂亮的纸灯笼和花卉盆景参与义卖。
孩子们使出浑身解数，有的放开嗓子吆
喝，有的抱着书和玩具主动出击，而路过
的市民听说是义卖，纷纷解囊相助，有的
书明明只要5元，对方却掏出20元说，
“不要找了，献爱心嘛。”两小时不到，小跳
蚤义卖活动便取得了丰盛的战果，义卖款
达到了1600元，全部捐给了西瀛里社区，
请社区转交给张红母子。 "顾丽娟 李桦#

爱心回应

常州晚报

常州市慈善总会钟楼区分会

常州市福彩中心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常州市价格惠民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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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患上了多种癌症，儿媳患上了比癌症还难治愈的病，懂事的孙女说：

“妈妈病好了，一家人在一起就完美了”
急难救助档案

编号!

!"#

姓名!陈兰陵

年龄!

$%

岁

住址!工人新村

原因描述 ! 工二

社区有个陈婆婆!采访

她时!她正在市一院住

院" 她家的故事!令人

唏嘘不已"

妙峰$妙芳等共
'

人
!&""

元

顾凤菊 一只书包

无名人士 几件衣服和
'

袋干货

红梅乳业 赠送一年红梅纯牛奶

一位
,)

多岁的女士

(""

元现金!

'

箱纯牛奶

伟星管业
'"("

元

狄先生
!"""

元

仲先生
#""

元

%心愿&女士
!!"""

元

梅先生
!"""

元

华 健
&""

元

王一鸣等
'

个好姐妹
((""

元

杨女士
'""

元和
'

只书包

吴女士$王小成 各
'""

元

梅芳女士

赠送一年光明乳业的鲜奶和
'""

元

王小姐

一包衣服和
%

袋给孩子的爆米花

徐女士
!"""

元

清凉寺
!"""

元

冯女士
!"""

元

刘女士
'""

元!

!

只书包

赵女士
(""

元

常州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

元抵用券

诸 葛

%""

元!一箱牛奶和一只书包#

!

块电子表

陈先生
!"""

元和
!

瓶治咳嗽的八仙果

王 勤
%""

元

周小姐
'"""

元

癌症历时36年，其中肠癌动
了 6次手术，乳腺癌动了 2次手
术，子宫癌、肝癌又各一次手术，66
岁的陈婆婆仍坚强地生存着。重
病、贫困以及一对子女的不幸，都

足以让陈婆婆一次次倒下。
“我从1979年起就患上了肠

癌，那年我才29岁，女儿6岁，儿子
3岁……”陈婆婆说，这大半辈子，不
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

陈婆婆和老伴还都患有糖尿
病，每月光打胰岛素，就要 800多
元。自己和老伴退休金各2000多
元，贫困，是陈婆婆一家目前最大
的困难。

屋漏偏逢连夜雨。4年前，儿媳
因为拉肚子、发烧不退，被查出患上
了罕见的克隆恩病，这是一种慢性、
复发性、原因不明的胃肠道慢性炎性
疾病，医生说，这种病很难治愈，甚至
比癌症还讨厌。
儿媳住院时，陈婆婆也住院，一

个楼上一个楼下。儿媳后来转院到南
京中医院，动了第一次手术，花去20
多万元。120斤的人瘦成70斤，这个
病没在医保重大疾病中，基本要自
费，再问亲朋借钱，已开不了口。
春节前，儿媳病又复发，又在南京

动了次大手术，大肠溃烂全部割除，做
了人造肛门，进食只能鼻饲，又花去
20多万。因为儿媳重病需要人服侍，
陈婆婆一身病还要带孙女，儿子每天
要上班，没有条件照顾妻子，所以儿媳
现在住在娘家，儿子每天下班去看她、
安慰她，晚上再回到陈婆婆那儿。

江苏慈善奖

周末
关爱

“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婆婆 多次癌症手术，36年坚强面对

罕见的病摧毁了
一个正常的女人

曾被资助的祖孙俩

想对好心人说声谢谢
20多年前，38岁的陆娟芬与

老公离婚，带着13岁的女儿净身
出户；2013年，36岁的女儿患宫
颈癌去世，留下3岁半的外孙女
琪琪。如今，62岁的陆娟芬靠退
休金，与6岁的外孙女相依为命。
说起陆娟芬的女儿赵丹的故

事，很多人都不陌生，本报也报道
过，她因为经常捐助别人，被称为
“爱心妈妈”。爱心妈妈去世后，她
的女儿也得到了社会爱心人士的
关爱。“平平残疾人车友会”创始
人陈志平联系了车友会的曹骏等
4位核心成员，表达了自己的想
法：“从孩子读幼儿园起，直到能
独立生活这段时期，我们5个共
同承担孩子的所有学习费用。”

2013年7月，在常州市义工联合
会的见证下，陈志平、曹骏、许峰、
童云仙、李忠和陆娟芬签订了一
份长达20年的资助协议，承诺资
助琪琪到大学毕业。如今的小琪
琪俨然已经将陈志平他们视作亲
人，每年琪琪生日、六一儿童节、
春节等，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像一
家人一样。
在社区的介绍下，陆娟芬第

一次来到周末关爱，她想为外孙
女要一架电子琴。她其实更多的
是想借晚报这个平台，表达她内
心的感激之情，因为好心人的关
爱，让她这个孤老婆子心中有了
希望，祝福好心人一生健康、平
安！ 吴红琴 朱春燕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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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兰陵 儿媳患罕见的克隆恩三年多!现在南京住院手术!儿子打零工
+

她本人患肠癌#子宫癌#乳房癌等"

陆娟芬 离异!退休!独女离婚后因宫颈癌去世!留下一女!现一人抚养
$

岁的外孙女"

周 峰 本人患尿毒症!妻子失业!女儿读高中!生活困难"

许 剑 本人患肠癌!妻子患乳房癌晚期!

("

岁的女儿残疾!需要父母照顾"

武震宇 去年查出患有尿毒症后失业!每月血透
'"""

多元" 妻子打零工!生活非常困难"

宋荣清 患癌经常化疗!妻子无退休金!生活困难"

陈建云 本人
'

级听力残疾!丈夫
(

级精残!女儿
'

级精残"

张永兴 患肠癌多年!用去大笔治疗费!妻子患多种慢性病!需长期服药!两人仅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

周锁娣 患肺癌多年!丈夫患前列腺癌!两人长期服药!用尽了积蓄!仅靠微薄的退休工资生活"

杨 洁 患乳癌多年!丈夫打零工!儿子没有固定工作!生活十分困难"

生活窘境

想为外孙女要一架电子琴

想要一些医药费

想要一些医药费

想要一些医药费

想要一台洗衣机

想要一个电饭煲

想要一些医药费

想要一些医药费

想要一点生活费

想要一些医药费

女儿 姐弟连心，撑起这个飘摇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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