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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关爱·公益联盟

周末关爱

听他们的心声

周末 关 爱

江苏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江苏省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壹心医疗”为计生特
殊家庭送上暖心关怀

老 公 去 世 前 ，她 答
应过他，一定会撑起这
个家，照顾好老人和孩
子。每次看到丈夫生前
照片，原本沮丧的她就
会变得坚强。她一直想
对他说：

计划为全市 6000 余名计生特殊家庭
成员提供免费胃镜筛查

“老公，我一定不会食言的”
“我曾多次有过放弃的念头，
但
一想到家人和孩子，
只能重新振作起
张文很少有周末休息时间，
张文很少有周末休息时间
，
经常选择加班。
经常选择加班
。
来！
”
45 岁的张文是金坛区尧塘街道
迎春村村民，
最近半年的家庭变故，
让她的人生一下子陷入
“至暗时刻”
。 子虽说过得拮据，但还算幸福。但
们放心，
我会服侍你们一辈子！”
今年年初，张文的老公从江西
是，我从来没想到这种大变故会有
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
让家人生
的工地上匆匆赶回家来。张文有些
一天发生在我身上。”
活好一些，张文很少有周末休息时
纳闷：
之前老公无论在东北打工，
还
张文老公在医院治疗了三四个
间，而是经常选择加班。
“ 如果不加
是在江苏省内打工，至少要干几个
月，一共花掉了四五十万元。张文
班，
我一个月收入只有两三千元钱。
月才回家探亲，这次刚走没几天怎
透露，此前，为了帮她妈治病，自己
加班的话，
月收入会增加一两千元。
”
么就回家了呢？
和老公已经掏了十几万元。这样接
目前，
张文的女儿在读大学，
儿
“我心里一咯噔，心想：肯定是
二连三地折腾，她的家底一下子被
子读小学。为了减轻妈妈的压力，
出事了！”
但是张文也没想到情况那
掏空，而且还借了十几万元。
今年暑假，懂事的女儿早早地找好
么严重——细问才知道，她老公竟
“不幸的是，老公最终还是离我
了兼职岗位。
然患上了肝癌，而且还是晚期。
们而去。临走时，他最担心的就是
在张文家里，
放着一个影集，
里
这个消息对于张文来说无疑是
老人和孩子。
”
张文曾在深夜里偷偷
面的照片都是丈夫去世前所拍。张
晴天霹雳，她不相信一个正值壮年、 流泪，但在白天，她仍要假装坚强， 文说，
她每次看到这个影集，
原本沮
一直看起来好好的男人，会患上这
并很快回到厂里上班。因为，她不
丧的她就会变得坚强。
种疾病。
想让长辈们为她担心。
“老公去世前，我答应过他，一
尽管知道治愈的几率渺茫，
但她
张文的婆婆同样心疼她，念她
定要撑起这个家，照顾好老人和孩
还是坚持陪老公到各大医院求诊问
年轻，曾劝她考虑再婚，被她拒绝。 子。一直以来，我都想说：老公，我
医。孝顺的张文两口子为了不让长 “你们的儿子走了，现在，我不仅是
一定不会食言的。
”
张文说。
辈们操心，
还刻意隐瞒了相关病情。
你们的儿媳，还是你们的女儿！你
吕洪涛 图文报道
张文介绍，三位老人的身体都
不好：
公公几年前患上了脑梗，至今
爱心回应
每天吃药，也不能劳动；
婆婆有严重
的心脏病，平时最怕刺激；
她父亲在
多年前修剪树木时，从树上跌落，
摔
断了几根肋骨，之后身体一直不好，
上期周末关爱聚焦两个计生
的捐款账户，后续这些爱心款会
修养在家。
“原本，老公主外，我主内，而且
特殊家庭，
他们失去孩子后都尽自
按照捐赠人的要求送给困境家
我还在尧塘街道上的企业打工，日
己的努力走了出来，回归正常生
庭，没有指定的会由工作人员统
活。不仅如此，
他们还都怀揣着一
筹分配给十户困境家庭。尹梦真
颗爱人之心，
关心帮助着身边有需
急难救助档案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要的人。读者“一滴水”看了张源
编号：430
新夫妇的故事，非常感动，特别注
张瑞江
3000 元
姓名：张文
明将这次捐赠的 1000 元爱心款给
一滴水
1000 元
住址：
金坛区尧塘街道迎春村
他们，资助他们买台相机，记录他
梅先生
1000 元
家庭情况：丈夫去世，家中
们爱心活动中的感人瞬间。
一微尘
500 元
还有三位老人和两个孩子，为了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能正常
徐女士
500 元
给丈夫治病，欠下十几万外债，
开具收据发票，上期周末关爱的
壹心医疗 计划为全市计生
生活困难。
爱心款项均打入天宁区红十字会
特殊家庭成员免费提供胃镜筛查

上期周末关爱携手天宁
纳每天近百人次的胃肠镜检
区政协和天宁区卫健局一
查服务，是目前国内社会办
起，走进计生特殊家庭这一
医中规模最大的内镜中心。
群体。采访徐志富夫妇时，
“壹心医疗”创始人孙国
老徐提出了想为妻子寻找能
华医生同时也是天宁区一名
更便利进行胃肠镜检查的途
政协委员。他介绍，成立壹
径。报道刊出后，我们联系
心医疗内镜中心的初心就是
到了我市专注于从事胃肠镜
向社会民众宣教胃肠道肿瘤
检查的民营医疗机构“壹心
早期预防知识和理念。他指
医疗”，希望他们能替老徐夫
出，目前，食道、胃、结肠肿瘤
妇实现心愿。
“ 壹心医疗”负
发病率接近所有肿瘤发病率
责人了解情况后，表示不仅
的 40%左右，主要原因就是
愿意实现老徐的微心愿，为
由于我国民众对如何预防胃
老两口提供免费的无痛胃镜
肠肿瘤了解不多，害怕做胃
检查，同时还提出愿意为全
肠镜的痛苦以及不病不治的
市 6000 余名计生特殊家庭 “鸵鸟意识”。
“ 其实现在无痛
中身体情况允许的成员提供
胃肠镜检查可以毫无痛苦地
免费胃镜筛查。
进入人体内部，观察到肿瘤
“壹心医疗”是天宁区新
前期、早期到晚期的每个过
建的非公医疗规模最大的专
程 ，通 过 及 时 检 查 ，早 期 发
业无痛胃肠镜检查中心，建
现，及时治疗可以有效预防
筑面积 1800 平方米，所有医
胃 肠 道 肿 瘤 的 发 生 。”他 表
生均为国内内镜爱好者，有
示，此次加入到“我为群众办
丰富的内镜诊疗经验，他们
实事”
实践活动周末关爱行动
自发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中，就是想用自己的一技之
银杏内镜医生集团。中心内
长，
为全市的计生特殊家庭送
设计了 12 台内镜主机规模， 去一份实实在在的关心。
在清洗消毒方面要求严格，
目前，具体实施方案正
配备了 8 套豪华配置的肯格
在进一步商讨和推进中。
王清洗消毒设备，可同时容
尹梦真

张源新夫妻的相机有着落了

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姓名
张 文
吴锁娣
薛息凤
管成龙
冯和风
夏筛子
薛汉忠
汤洪保
蒋网根
张锁娣

家庭情况

有意者请联系尧塘街道迎春村委：
0519-82555036，
15061902180
微心愿

家中三位老人身体不好，丈夫去世，
两个孩子在读书。
癌症患者，老伴和儿子相继去世，
孙子在读大学。
独居患有严重哮喘，
常年吃药。
身患癌症多年，妻子肢体残疾，
生活困难。
肺癌患者，常年吃药，生活困难。
残疾人，身患癌症多年，
生活困难。
妻子肢体残疾，儿子中风瘫痪在床。
身患癌症多年，妻子身体不好，
生活困难。
身体瘫痪，妻子身体不好，生活困难。
精神残疾，儿子离家出走，生活困难。

生活费
生活费
医药费
生活费
生活费
生活费
生活费
生活费
生活费
生活费

记者手记

走出来，重获新生的必经之路
上期周末关爱特别行
动，记者联合天宁区政协、天
宁区卫健局走近了计生特殊
家庭这一群体。起初接到这
个采访任务时，我内心是有
一点打鼓的，因为毕竟白发
人送黑发人，很多父母都有
所禁忌，不愿提及这些悲伤
的过往。如何能规避这些，
既能照顾到他们的情绪，又
能采访到我需要的内容，直
到采访前都困扰着我。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采
访老徐夫妇以及张源新时，
在我小心翼翼提问的时候，
他们敞开心扉，主动提起孩
子的过往，反而显得我之前
的担心略有一些多余。
徐志富和爱人在他们的
“春晖家园”群体中始终积极

参加各类活动，但凡有前来
求助或者发现有困难的家
庭，他们都会给予力所能及
的帮助，不管是经济上的还
是精神上的。在这点上他们
和张源新夫妇不谋而合，
“助
人者，人恒助之。”他们感恩，
当自己有困难的时候，社会
大家庭不会忘记；他们坚持，
当困难降临到身边人时，他
们会伸出援助之手。互助的
过程，不仅丰富着自己的生
活，也是彼此享受到安慰和
关怀。
采访中，徐志富和他的
爱人反复提到一句话：一定
要想办法让自己走出来，不
然日子没法过下去。我想，
这是每一个计生特殊家庭重
获新生的必经之路。尹梦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