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有意者请联系尧塘街道迎春村委：
0519-82555036，15061902180

微心愿家庭情况

关爱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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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难救助档案

在尧塘街道迎春村，74岁
的吴锁娣是较为特殊的一位，
她 的 遭 遇 令 村 上 很 多 人 同
情。25 年前，她失去了老伴，
十几年前，她又失去了年纪轻
轻的儿子。之后，她与孙子相
依为命。

“他们家很好认，那栋老
房子就是她家。”迎春村村干
部介绍，几十年来，吴锁娣一
直住在那栋低矮的砖瓦房里。

村干部提前和记者打过
招呼，因为生病原因，吴锁娣
一般很少讲话。但见到村干
部来，她还是努力地打着招
呼。“谢谢你们又来看我了，你
们那么忙，不用常常过来。”

她每说几个字，中间都要
停顿几秒钟，而且发出的声音
很低沉，有些嘶哑。村委工作
人员介绍，老人家前些年患上
甲状腺癌，喉咙做了两次手
术。之后，她受病痛折磨，说
话发声变得困难。

“这几年，来我这里次数
最多的是村委工作人员。他
们经常帮我，我嗓子不行，严
重的时候，想说句谢谢都说不
出来。”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望
着门口，几条颜色不一的小土
狗在那里不停地摇着尾巴，对
主人流露出满满的热情。

村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多年来，吴锁娣不论处境多么
艰难，对外界都温柔以待。这
三条狗都是村上的流浪狗，老
人看它们可怜，便收养了它
们。这两年，小狗也成为老人
最忠诚的陪伴者。

除了狗狗，“陪伴”老人最
多的还有药物。吴锁娣为了
与病魔作斗争，连续几年不间

断服药。她算了下，每天吃药
都要花掉数十元钱。在一般
人看来，这些钱算不了什么，
但对于她来说，已属于大额开
销。

“她年纪大了，平时也没收
入，村委会在节时对她提供帮
助，一次性发放生活补助。”村
委工作人员介绍，老人节约惯
了，一元钱都要掰开来花。

吴锁娣说，之所以省吃俭
用，是想要尽快还上之前借的
钱。她的两次手术，再加上前
些年为儿子治病，一共向亲戚
借了好几万元。“他们从不张
口要我还，但我不能不想着
还。”吴锁娣慢声慢语，但铿锵

有力。
生活艰难，但她已经看到

了未来和希望——孙子已经
长大，目前在读大二，且非常
孝顺和懂事。上大学后，每逢
假期，孩子就去打工做兼职，
挣生活费和零花钱。

“他经常说的话就是：奶
奶你不要不开心，家里还有我
呢，我现在是男子汉了，我能
撑起这个家了！”吴锁娣每次
念叨这些话，心里就格外地开
心。她盼着盼着，孙子终于长
大了。 吕洪涛 图文报道

每次念叨孙子最常说的这些话，她
心里就格外开心

对于相继失去老伴和儿子的她来
说，不论处境多么艰难，她对外界都温柔
以待

“家里还有我，我能撑起
这个家了！”

一位基层干部的帮困感悟：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到他们家里去，倾听他们的心声

走进他们内心，用真心才能换来真情

我叫周云霞，今年 50 岁，在基
层工作近 20 年，现担任尧塘街道
迎春村委村会计，同时负责部分民
政工作。

我 们 迎 春 村 共 有 村 民 1739
户，4799 人，其中建档立卡的低收
入户有 47 户。在尧塘街道，这个
低收入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如
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生活得更有

尊严，这是我和同事思考最多的问
题之一。

和这些困难居民打交道的时
间长了，才深知，困难村民们的困
境各不相同，但大体可以分为几
类：因病致困、因残致困、因老致困
等。

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了解他
们最需要什么，我最喜欢做的事

情，就是到他们家里去，倾听他们
的心声，然后根据真实情况为他们
建立困难档案，从而更有针对性地
帮助他们。

例如我在走访中发现，低保户
管成龙身患癌症，妻子是残疾患
者，看病就医已使他一家债台高
筑。为了让管成龙一家的日子过
好一点，我帮他到尧塘街道民政办
申请了救助。他的老房子漏雨，我
还帮他申请了房屋改造。

管成龙曾这样对我说，家里的
困境已让他看不到未来，心情一度
低落。我和同事的到来，让他心里
暖暖的，重新燃起了斗志。

还有村民王沁芸，她父母双
亡，2019 年成为我村的低收入户。
为了帮她脱贫，我与街道领导商量
对策，为她提供就业岗位，最终使
她平稳脱贫。她多次拉着我的手
表示感谢，并把我当成了她的家
人。

多年的帮困工作中，这样的例
子还是不少的。尽管帮困工作累
且繁琐，但每完成一次帮助，看到
村民脸上绽放出的笑容，我心里就
感到特别的欣慰。

曾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能赢得
那么多困难村民的欢迎。我想，这
应该就是答案吧：走进他们内心，
用真心才能换来真情。

周云霞自述 吕洪涛 整理

“情暖迎春，爱在网格”。近年
来，为了让困难村民生活得更加有
尊严，尧塘街道迎春村创新网格治
理和服务，依托网格框架，在帮困
救助工作中实现“全覆盖”“无死
角”，推出“网格进村庄、党员进群
众、服务进家庭”的“三进”工作法，
形成网格社会化治理新格局。

“网格进村庄”。迎春村以村
民小组为单位，打破“村民-村民
小组长-网格长”的传统模式，按
照居住相邻、管理适宜、便于活动
的原则，以每10-20户村民为一个
单位，新设置自治小网格，由一名户
代表担任自治网格员，负责小网格
内的帮困事务管理、政策宣传等工
作，编织帮困网格进村庄的大网。

今年 74 岁的村民吴锁娣老人
是独居老人，身患癌症，生活困
难。患病期间，她买菜、买生活用
品等需求都出现了问题，自治网格
员了解到情况后，主动敲响了老人
的家门，为她送来生活必需物品。

“党员进群众”。党员干部走
进群众中来，开展“红网格”行动，
强化党员带头发挥作用。迎春村
党总书记为一级网格长，负责全村
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支部书记、
党总委员担任二级网格长，对网格

内党员负有监督、指导责任；党员
担任周边网格联络员，主动沉入网
格、走进困难群众，倾听他们的心
声，回应他们的诉求，尽力解决他
们的难点问题。

今年 3 月，73 岁的村民史荣福
家中遭遇重大变故，儿子史华伟确
诊肝癌晚期后因病去世，家中还有
两个小孩，全家只靠儿媳打工获得
经济收入。负责该网格的党员王
大伟知悉情况后第一时间上报，经
申请后网格长王碧波一行立即向
史荣福提供帮助，并送
上了慰问救助

金，鼓励他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
活，战胜困难。

“服务进家庭”。网格员们成
立“助老志愿队”“邻里和事佬”，每
天深入困难群众、高龄老人的家
中，把上门服务做到实处，随时为
困难村民提供优质服务。

在困难村民和独居老人家中，
“助老志愿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帮助他们打扫卫生、赠送物资，向
这些老人发放“爱心联系卡”。老
人们纷纷为这种为民为老的服务

举措点赞。 周云霞 吕洪
涛 图文报道

尧塘街道迎春村创新网格治理和服务，让困难村民生活得更加有尊严

“三进”工作法让帮困救助实现“全覆盖”

帮扶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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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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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张文的老公从江西
的工地上匆匆赶回家来。张文有些
纳闷：之前老公无论在东北打工，还
是在江苏省内打工，至少要干几个
月才回家探亲，这次刚走没几天怎
么就回家了呢？

“我心里一咯噔，心想：肯定是
出事了！”但是张文也没想到情况那
么严重——细问才知道，她老公竟
然患上了肝癌，而且还是晚期。

这个消息对于张文来说无疑是
晴天霹雳，她不相信一个正值壮年、
一直看起来好好的男人，会患上这
种疾病。

尽管知道治愈的几率渺茫，但她
还是坚持陪老公到各大医院求诊问
医。孝顺的张文两口子为了不让长
辈们操心，还刻意隐瞒了相关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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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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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养在家。

“原本，老公主外，我主内，而且
我还在尧塘街道上的企业打工，日

子虽说过得拮据，但还算幸福。但
是，我从来没想到这种大变故会有
一天发生在我身上。”

张文老公在医院治疗了三四个
月，一共花掉了四五十万元。张文
透露，此前，为了帮她妈治病，自己
和老公已经掏了十几万元。这样接
二连三地折腾，她的家底一下子被
掏空，而且还借了十几万元。

“不幸的是，老公最终还是离我
们而去。临走时，他最担心的就是
老人和孩子。”张文曾在深夜里偷偷
流泪，但在白天，她仍要假装坚强，
并很快回到厂里上班。因为，她不
想让长辈们为她担心。

张文的婆婆同样心疼她，念她
年轻，曾劝她考虑再婚，被她拒绝。

“你们的儿子走了，现在，我不仅是
你们的儿媳，还是你们的女儿！你

们放心，我会服侍你们一辈子！”
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让家人生

活好一些，张文很少有周末休息时
间，而是经常选择加班。“如果不加
班，我一个月收入只有两三千元钱。
加班的话，月收入会增加一两千元。”

目前，张文的女儿在读大学，儿
子读小学。为了减轻妈妈的压力，
今年暑假，懂事的女儿早早地找好
了兼职岗位。

在张文家里，放着一个影集，里
面的照片都是丈夫去世前所拍。张
文说，她每次看到这个影集，原本沮
丧的她就会变得坚强。

“老公去世前，我答应过他，一
定要撑起这个家，照顾好老人和孩
子。一直以来，我都想说：老公，我
一定不会食言的。”张文说。

吕洪涛 图文报道

“老公，我一定不会食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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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周末关爱携手天宁

区政协和天宁区卫健局一
起，走进计生特殊家庭这一
群体。采访徐志富夫妇时，
老徐提出了想为妻子寻找能
更便利进行胃肠镜检查的途
径。报道刊出后，我们联系
到了我市专注于从事胃肠镜
检查的民营医疗机构“壹心
医疗”，希望他们能替老徐夫
妇实现心愿。“壹心医疗”负
责人了解情况后，表示不仅
愿意实现老徐的微心愿，为
老两口提供免费的无痛胃镜
检查，同时还提出愿意为全
市 6000 余名计生特殊家庭
中身体情况允许的成员提供
免费胃镜筛查。

“壹心医疗”是天宁区新
建的非公医疗规模最大的专
业无痛胃肠镜检查中心，建
筑面积 1800 平方米，所有医
生均为国内内镜爱好者，有
丰富的内镜诊疗经验，他们
自发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银杏内镜医生集团。中心内
设计了 12 台内镜主机规模，
在清洗消毒方面要求严格，
配备了 8 套豪华配置的肯格
王清洗消毒设备，可同时容

纳每天近百人次的胃肠镜检
查服务，是目前国内社会办
医中规模最大的内镜中心。

“壹心医疗”创始人孙国
华医生同时也是天宁区一名
政协委员。他介绍，成立壹
心医疗内镜中心的初心就是
向社会民众宣教胃肠道肿瘤
早期预防知识和理念。他指
出，目前，食道、胃、结肠肿瘤
发病率接近所有肿瘤发病率
的 40%左右，主要原因就是
由于我国民众对如何预防胃
肠肿瘤了解不多，害怕做胃
肠镜的痛苦以及不病不治的

“鸵鸟意识”。“其实现在无痛
胃肠镜检查可以毫无痛苦地
进入人体内部，观察到肿瘤
前期、早期到晚期的每个过
程，通过及时检查，早期发
现，及时治疗可以有效预防
胃肠道肿瘤的发生。”他表
示，此次加入到“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周末关爱行动
中，就是想用自己的一技之
长，为全市的计生特殊家庭送
去一份实实在在的关心。

目前，具体实施方案正
在进一步商讨和推进中。

尹梦真

计划为全市 6000 余名计生特殊家庭
成员提供免费胃镜筛查

“壹心医疗”为计生特
殊家庭送上暖心关怀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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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来，重获新生的必经之路

上期周末关爱聚焦两个计生
特殊家庭，他们失去孩子后都尽自
己的努力走了出来，回归正常生
活。不仅如此，他们还都怀揣着一
颗爱人之心，关心帮助着身边有需
要的人。读者“一滴水”看了张源
新夫妇的故事，非常感动，特别注
明将这次捐赠的1000元爱心款给
他们，资助他们买台相机，记录他
们爱心活动中的感人瞬间。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能正常
开具收据发票，上期周末关爱的
爱心款项均打入天宁区红十字会

的捐款账户，后续这些爱心款会
按照捐赠人的要求送给困境家
庭，没有指定的会由工作人员统
筹分配给十户困境家庭。尹梦真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张瑞江 3000元
一滴水 1000元
梅先生 1000元
一微尘 500元
徐女士 500元
壹心医疗 计划为全市计生

特殊家庭成员免费提供胃镜筛查

张源新夫妻的相机有着落了

编号：430
姓名：张文
住址：金坛区尧塘街道迎春村
家庭情况：丈夫去世，家中

还有三位老人和两个孩子，为了
给丈夫治病，欠下十几万外债，
生活困难。

爱心回应

张 文 家中三位老人身体不好，丈夫去世，两个孩子在读书。 生活费
吴锁娣 癌症患者，老伴和儿子相继去世，孙子在读大学。 生活费
薛息凤 独居患有严重哮喘，常年吃药。 医药费
管成龙 身患癌症多年，妻子肢体残疾，生活困难。 生活费
冯和风 肺癌患者，常年吃药，生活困难。 生活费
夏筛子 残疾人，身患癌症多年，生活困难。 生活费
薛汉忠 妻子肢体残疾，儿子中风瘫痪在床。 生活费
汤洪保 身患癌症多年，妻子身体不好，生活困难。 生活费
蒋网根 身体瘫痪，妻子身体不好，生活困难。 生活费
张锁娣 精神残疾，儿子离家出走，生活困难。 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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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哪个心愿您能帮他们完成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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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难救助档案
编号：429
姓名：吴锁娣
住址：金坛区尧塘街

道迎春村
家庭情况：本人是癌症

患者，老伴和儿子相继去世，
和孙子一起生活，为了治病，
欠债数万元，生活困难。

吴锁娣每天要服用好几种药物吴锁娣每天要服用好几种药物

周云霞周云霞（（右右））到困难村民家走访慰问到困难村民家走访慰问

迎春村帮困网格员走访困难村民迎春村帮困网格员走访困难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