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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燕妮 何建华 徐良观

一名普通的企业职工家中遭
受不幸，婆婆患乳腺癌去年逝世，
公公老年痴呆、严重糖尿病，儿子
还在读大学。而她的丈夫又被查
出肝癌骨转移，多次化疗，用空了
家中多年的积蓄。病人还要继续
化疗，可是家中已经没有分文。
就在女工一筹莫展时，公司领导
和职工向这个不幸的家庭伸出了
援手——送出捐款 2.174 万元。
让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解了燃眉
之急。

日前，南沈灶镇万桥村第八
村民小组的一户农舍里，来自源
耀生物公司的生产部经理吕夫
帅，拉着卧床病人周卫国的手，鼓
励他确立良好心态，笑对坎坷，战
胜癌魔。接着吕夫帅把凝聚着公
司全体员工一片深情的 2.174 万
元交给他的爱人陈长兰。陈长兰
这名倔强的女工当场感动得泪水
直流。

陈长兰是源耀生物公司的一
名种子工，本有一个幸福家庭，可

是自2015年以来，家庭连续遭遇
重大变故。当年，她年迈的婆婆
查出乳腺癌，经过几年的放射性
话疗，最终未能阻止病情恶化，于
2017年病逝；她的公公患有糖尿
病、老年痴呆，儿子正在上大学。
2017年上半年的一天，一张噩梦
般的诊断报告让这个伤痕累累的
家庭再次受到巨大打击，丈夫周
卫国被诊断出肺癌骨转移，目前
进行放化疗，家里多年的积蓄早
已经花光，已无力再支付高昂的
医疗费。去年，公司领导打算为
她家搞个轻松筹，被陈长兰婉言
谢绝。她一边坚持上班一边照料
卧床不起的丈夫。前不久，陈长
兰向公司请假送丈夫去台城化
疗。源耀生物公司生产部经理吕
夫帅见此情景，立即起草了一份
捐款倡议。倡议公司职工用自己
的一份爱心，为困境中挣扎的苦
难家庭送去希望。

陈长兰家的遭遇引起了公司
上下的关注和支持，从公司老总
到中层干部，从陈长兰所从事的
种子工到其他工种的工人，大家
纷纷解囊相助。远在上海的公司

副总裁季春源通过微信第一个捐
出1000元爱心款，接着公司副总
裁 夏 志 生 紧 紧 跟 上 捐 出 1000
元。陈月萍是品管部的负责人，
他的爱人在公司开行车，夫妻二
人一商量，觉得一人有难，我们帮
上一把，二人捐出1000元。公司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惠勇、吕夫帅、
李旺军、汪涛、陈大庆等均每人捐
出 500 元，与陈长兰同做种子的
几位女工也毫不犹豫地每人捐出
200元，全公司捐款200元的职工
计36人。家庭本身就很困难的徐
良勇家庭也毫不犹豫地捐出100
元。点点爱心，汇聚成河。在吕
夫帅、常鹏等热心人的组织发动
下，源耀生物公司的干部职工通
过微信、支付宝、现金等形式捐
款，仅一天半时间就收到捐款
21740元。

当日，吕夫帅等来到超市，私
人掏出700多元，购买了猴菇、牛
奶等营养品，专门开车送到陈长
兰家。周卫国这位饱受病魔折磨
的汉子紧紧拉着吕夫帅的手，感
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得连声说：

“谢谢！谢谢大家！”

职工家庭遭不幸 公司捐款度难关

吴虹

全村 3000 多个在村
群众，全部建立了健康档
案；600 多人，管理率达
90% 以上;全年无休为社
区居民服务，制作健康处
方，开展健康教育，为慢
性病患者做随访……在
新街镇郝苴村，服务群众
健康是卫生室医生许灿
银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
分。郝医生扎实的专业
技能和热情周到的服务，
赢得了村民的认可和赞
誉。

7组农民顾云山患高
血压 3年了，平常对自己
的病情满不在乎，不按时
服用降压药，不积极测量
血压，血压一直不稳定。
许灿银在对他进行高血
压个体化家庭医生签约
时，老顾很不理解，甚至
说：“什么签约服务？还
不是骗钱的。”许灿银不
急不烦，三番五次地讲解
家庭医生签约的好处，使
顾云山知道签约后可享
受每年一次的全身免费
健康体检、全年 4次心电
图检查，还可优先享受远
程会诊系统服务，及时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市
人民医院专家面对面进
行健康咨询等等，顾云山
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签
了约。签约后，许灿银为
老顾制定了一套规范化
的高血压管理措施，一开

始坚持每天为他测量血
压，督促他按时服药。经
过一段时间的规范化管
理，血压控制正常后，改
为每星期测量一次血压；
并把每次测量血压的时
间和测量的结果、服用的
药物计量记录造册。渐
渐地，顾云山自己已经养
成了定期来测量血压的
好习惯。在签约居民全
年一次的免费健康体检
中，顾云山查出患有输尿
管结石，他在第一时间联
系许灿银。许灿银帮他
联系医院碎石。

顾云山的邻居陆爹
72岁了，子女都在外地工
作。老人患高血压、糖尿
病及糖尿病并发症，双下
肢截肢，行动不便。老人
在合同上颤抖着签下自
己的名字。许灿银紧握
着陆大爷的手说：“陆大
爷，你放心，以后我就是
你的轮椅，就是你的双
腿。你身体有什么不舒
服，随时打我电话，随打
随到。”此后，他经常去陆
大爷家帮老人测量血压，
检测血糖，送医送药到床
头。免费健康体检时，陆
大爷行动不便，许灿银主
动上门为陆大爷抽血后
送医院检查，远程心电做
好后及时上传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心电科室查
看。无微不至的服务，重
新燃起了陆爹生活的信
心与希望。

点燃希望

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 通讯员
吴昊东 朱海涛）日前，市人社局对
全市建档立卡低收入家庭人员就业
创业培训需求等情况进行调查，为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提供精确
数据，进一步促进建档立卡低收入
家庭人员就业创业。

此次调查采取逐村（社区）逐户
走访等方式，力求动态掌握建档立
卡低收入家庭人员就业失业状况、
技能水平、求职意向、创业意愿和培
训需求。市人社局职业能力考试培
训中心将根据调查情况建立培训需
求台账，按照“一个不少，一个不落”
的要求，依据培训量和培训专业需
求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年度目标，对
建档立卡低收入家庭人员免费提供
基本职业技能培训，并落实培训补
贴政策，推进素质就业。据了解，该
局力争2019年年底前，对全市有劳
动能力和培训需求的建档立卡低收
入家庭人员，至少开展一次免费就
业技能或创业培训，使其至少掌握
一项就业创业技能，实现有条件的
人员“应培尽培”。

市 人 社 局 开 展
低收入家庭人员就业
创业培训需求调查

本报讯（记者 张佳 通讯
员 邢雪波 陆继军 文/摄）在
一年一度的传统端午佳节来
临之际，日前，新街镇人大组
织开展“敬老情 暖端阳”慰问
活动。10多名市镇人大代表
集中来到镇敬老院，为五保
老人提前送上了节日的关怀
和祝福。

人大代表们与老人们促
膝长谈，详细询问老人们的
身体健康和生活情况，了解
老人们所需所求，把党和政

府的关怀送到老人们的心坎
上。在慰问队伍里，市人大
代表、“盐城好人”任志祥为
老人们送来了粽子、饮料等
慰问品，还为老人们理发。
多年来，他关爱敬老院老人，
经常在节日里回选区帮助五
保老人做好事、办实事、解难
事。此次慰问活动的开展，
密切了人大代表与基层群众
的联系，用实际行动倡导尊
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尚，弘
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粽香迎端午 浓浓敬老情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顾礼学 邢成龙）为进一步提高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安丰镇
安监、经贸、宣传、工会等部门联合
派出所、中心卫生院在立讯精密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举行了一次消防应
急演练。

活动期间，全厂拉起演习警
报。当火情自动报警系统报警后，
通讯组立即安排成员赶赴现场，迅
速查证报警原因，当确认发生火灾
时，立即切断火灾现场电源，启动紧
急照明系统，引导全体员工撤离到

“安全区”，并急速到达着火点灭火，
救援伤员。同时通过现场模拟急救
进行应急知识培训，向员工示范和
讲解发生烫伤、骨折及其他工伤事
故后的急救要领和注意事项。通过
演练，提高了企业员工及消防应急
组织能力，进一步增强消防安全意
识。

安丰镇组织开展

消防应急演练
记者 张佳 通讯员 王朝生

在许河镇西灶村五组，有这
样一个家庭，83岁高龄的许萍老
年性痴呆，大小便失禁，老伴崔业
存 88 岁，患心脑血管病，高度耳
背，老两口均已丧失生活自理能
力。但是，这个家庭又是幸运的，
已过花甲之年的儿媳杨吟凤，悉
心照料二老，被乡亲们广为传颂。

许萍是烈属许何氏老太收养
的女儿，许老太 96 岁病故前，得
到了不是亲生女儿胜似亲生女儿
许萍的精心照顾。尽管许萍在45
岁时因直肠癌做过肛门改道手
术，但她仍然克服诸多困难，18年
如一日服侍老太太。这些细节让
杨吟凤时刻铭记在心，她默默发
誓，日后一定加倍努力，让二老安
度幸福晚年。

2013 年以来，许萍渐渐语无
伦次，并且大小便异常。尤其是
因肛门改道，大便常常需要使用

肛门套、便袋。有时甚至因自己
处置不当，便袋移位，导致大便污
染身体及随身衣服。每天两次的
定时换洗突然急增，便袋垫衬物
也由纸质换成旧衣服，换洗晾干
反复使用。因老年痴呆，更增加
了清洗难度。

杨吟凤克服重重困难，逐步
摸索特殊病人的护理规律。对待
老人，她不发脾气，不生怨气。换
洗次数不因麻烦而减少，清洗质
量不因麻烦而降低。遇上污染严
重的衣物，先为老人脱去后洗澡，
换上干净衣服，将脏衣服及垫衬
物先送至河塘内粗洗，再在盆桶
内用洗衣粉浸泡，然后用香皂洗
净后晾晒。遇上连续阴雨天，就
在废旧鸡舍内拉上几条绳索，用
衣架悬挂，慢慢晾干。

为了让老人尽量生活在清爽
舒适的环境里，同时也降低换洗
频次，在外人建议之下，杨吟凤设
法控制老人随便乱动的双手，严

防误损便袋。尽管如此，还会因
卧床睡觉的姿势不妥，起床后走
动的异常动作等特殊情况发生大
便泄漏，污染身体及衣物……为
了方便及时清洗，她干脆将刷子、
洗衣粉、香皂等用薄膜袋装着，常
年放在河塘边的进出口处。

杨吟凤的儿子媳妇在外打
工，有个刚满三岁的孙子带在身
边。为了照顾好公婆，特别是在
婆婆意外发生，污染衣物急需换
洗之时，她只能将孙子托给邻居
临时看管。

如今许萍老太因为营养丰
富，护理得当，依然面色红润，话
音洪亮。老两口的住处窗明几
净，空气清新，无一点异味。邻居
们个个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
老队长丁年吉一年四季，每天数
次目睹杨吟凤去河边为婆婆清洗
污脏衣物，感叹地说：“家风传承
好，好人有好报啊！”

耄耋夫妇的花甲孝媳

在“国家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我市彩绘葫芦、麦秆画等八个非遗项目
入列盐城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6 月 11 日, 市文广新局在文
化广场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宣传,用行动践行“新时代、新生活、新传承”。

在活动现场, 发绣、彩绘葫芦、麦秆画、后港茶干等一件件非遗作品，让在场的
观众啧啧称奇。人们在欣赏绝活的同时，充分享受非遗给生活带来的美好。

洪泽 晴晨 陈峰 摄

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