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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意外把我摔得下肢瘫痪"

如果没有社区亲人的捐助" 我说不

定##虽然我遇到了意外" 但我却

有了千名$亲戚%"我很感动& '

!

月

"#

日" 记者在川汇区小桥办事处建

东社区见到了
$

年前不慎摔成重伤

的
%&

岁女孩儿李巧"说起两年多来

社区居民对她的不间断帮助" 她感

激涕零&

%''(

年冬" 李巧回家行至大庆

路桥施工工地附近时" 不慎摔到路

沟里"虽然大难不死捡回一条命"但

伤势严重导致她下身瘫痪" 腿部没

有知觉&

一场灾难就这样降临了" 李家

崩溃了" 砸锅卖铁也没有凑够给李

巧治伤的钱 & 虽然民政部门解决

%'''

元(办事处解决
)'''

元(社区

解决一部分"但在李巧的伤情面前"

仍是杯水车薪&

!李巧是咱社区居民共同的闺

女"捐款行不行)发动大家的力量& '

社区书记(主任一提议"社区里很快

开始了爱心捐款"每家最低
*+'

元"

有的
$''

元(

,''

元" 社区企业也加

入了 "

-'''

元 (

,'''

元**全社区

的居民(企业捐款十几万元&

本来家庭就困难的李家" 在经

历了这场灾难之后更是雪上加霜"

为此" 建东社区在社区干部的带领

下" 千余人把李巧当成自己家的孩

子"和她结成了!亲戚'& 事故后不

久"为了帮助李巧消除心理障碍"年

轻的姐妹们隔三差五来到李巧身边

聊天谈心+ 逢年过节" 成群结队的

!亲戚'来到李巧家看望慰问**两

年多来"李巧的千名!亲戚'时刻牵

挂着她"始终没有放弃她&

李巧重新燃起了希望" 在社区

!亲戚'的帮助和鼓舞下"她很坚强"

积极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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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新闻社区主任张凤梅的聊

天中"记者了解到有着
&'

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彭俊奇一家的特殊情况&

彭俊奇一家五口居住在他退休

前的单位家属院里" 二十余年的风

吹雨打"老房显得很破败&

彭俊奇的家房间面积狭小 "家

具简陋& 记者了解到"彭俊奇的老伴

儿康素莲
*&

年前患了严重的类风

湿"双腿早已不听使唤"行走十分困

难& 彭俊奇的儿子和儿媳都是先天

聋哑"不会写字"与人交流只能靠简

单的比划& 他们俩以前靠在建材城

背地板砖赚取微薄的收入" 天长日

久彭俊奇的儿媳患了腰椎间盘突

出"前几年动过手术后"就再也背不

动地板砖了& 而彭俊奇本人则有高

血压(冠心病和严重的前列腺增生"

平时靠服用大量药物来缓解病痛 &

彭俊奇的孙女今年
*#

岁"刚刚结束

高考"是家中唯一没有患病的人&

彭俊奇一个月的退休金有
*!''

余元"仅买药一项每月就要花掉
#''

余元" 剩下的钱用以维持一家五口

人的生计和开销&

彭俊奇家厨房的单孔煤气灶锈

迹斑斑"积了厚厚的油污& 谁能为彭

俊奇换台新的双孔煤气灶)

新闻社区!

编辑
!

郭坤
./01234567896:*%!;<=0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

版记者进社区
!

"#$ %&$

!"# $%&

!"#$%&'( !)***+%,-./0123&'456/0789&'

!!"#$%&'(

!!!!!!

有人退休栽花养鸟( 有人退休

!垒长城'( 有人退休忙锻炼**七

一路办事处新闻社区华富小区的齐

玉庆" 退休后却给自己找了一个不

挣钱的!工作',,,小区!护院工'&

齐玉庆今年已经
!*

岁"自从在

华富小区居住后" 为了绿化小区他

自己栽花种树+为了帮助居民晨练"

他多次协调跑腿儿给小区装上了健

身器材+为了小区的路面不再积水"

他发动大家集资修建**现在 "在

他的带动下" 小区不少居民加入到

维护(美化小区的队伍中&

华富小区一共
&

幢家属楼 "居

住着
*,+

余户居民& 作为小区的一

个普通居民" 齐玉庆义务为小区服

务开始于
%++#

年& 当时"小区内种

植的树木因管理不善慢慢死亡"本

应该长满植物的地方变成了荒地"

长满了杂草&

!当时我就想怎么能让环境变

好一点儿"让大家住着也舒心& 后来

想到种一些树把小区绿化一下& '于

是"齐玉庆找来工具"又四处收集树

苗种了下去& !不能让辛辛苦苦栽种

的树再死掉& '齐玉庆一有空就清除

杂草"春天里给树剪枝"干旱了给树

浇水& 几经努力"小区绿了起来& 齐

玉庆亲手栽下的有
-+

多棵树"有国

槐树"有合欢树"还有女贞子**都

长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 看着小树

苗成活" 齐玉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

兴& !这样一来"小区有阴凉还能改

善空气"是非常好的事"$前人种树"

后人乘凉%"我们这一代种树"这些

娃娃们就有阴凉地儿了& '齐玉庆指

着小区里跑来跑去的孩子们说&

虽然小区里已经被树木装饰的

很漂亮"但是齐玉庆说"他还会抽出

更多时间加强对小区树木的保护"

并且让更多的小区居民加入到爱护

树木的队伍中来" 不做损害树木的

事情"珍惜来之不易的绿色&

%++#

年" 华富小区里除了增加

了绿色之外"还新添了健身器材& 这

是齐玉庆和社区主任张凤梅一起到

七一路办事处协商的"!我们小区有

退休的老年人" 还有很多爱锻炼的

人" 能否照顾一下给我们一些健身

器材& '经过他们俩的努力"免费提

供的健身器材 !驻扎' 到了华富小

区&

!现在"孩子们有了个玩儿的地

方"早晨起来"老年人也不用跑很远

去锻炼"很方便的& '!可不是嘛"小

区里的大事小事我们大家伙儿都找

他商量& 我刚搬进来就知道小区有

个热心的老党员齐叔" 他见谁都是

笑呵呵地说话"很亲切"感觉就像自

家人& '说起齐玉庆"小区的居民都

纷纷赞扬"!由于地势低" 前段时间

我们小区大门口附近总是积水"出

行很不方便" 齐叔就把小区里的居

民召集在一起" 商量把门口的地方

垫高一点& 最后" 每家每户凑了
%+

多块钱就把大门口垫了垫" 下雨我

们也不怕积水了& '

齐玉庆
*(?+

年参军"

*(?*

年就

入了党"

*(#!

年转业回到地方& !种

种树"跑跑腿都累不着我"部队的教

育再加上一名共产党员的荣誉"让

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本性& '齐玉

庆对记者说&

!小区里的很多居民都受到齐

哥的影响"自觉加入到维护(美化小

区的队伍中"不乱扔垃圾"不破坏公

共设施"邻里之间都和和气气的& '

社区主任张凤梅告诉记者" 现在华

富小区的!护院工'越来越多"笑声

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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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红是新闻社区一个普通的

中年妇女"她靠着一种坚持(一种毅

力(一种不舍"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的

公公和体弱多病的婆婆已经
*,

年

之久了&

李秀红的公公今年
#?

岁"但自

从
*,

年前患了老年痴呆以后"变得

像个孩子" 吃喝拉撒全靠李秀红照

顾& 吃饭的时候"李秀红总是一口一

口地喂他& 有时候老人胡闹的时候"

李秀红还要像哄孩子一样哄他 &

!来"再吃一口"真乖**吃完这碗

饭"我就带你出去玩**不要胡闹"

回来给你买好吃的**' 李秀红告

诉记者"!这么多年" 我就是这样哄

着他过来的& '

而李秀红今年
#+

岁的婆婆"自

从手术之后"变得体衰多病"生活难

以自理"同样需要人照顾"而李秀红

的丈夫又经常在外辛苦挣钱&

虽然李秀红的丈夫不是独子 "

但是李秀红从来没有在丈夫面前埋

怨过要丈夫的哥哥姐姐们去照顾痴

呆的公公和体衰多病的婆婆& 就这

样" 照顾两位老人的重担都落在了

她的身上&

!哥哥姐姐们都已经成家"他们

也都有自己的老人要照顾" 也都有

自己的生活" 我们已经习惯了和两

位老人在一起" 我不想打扰他们本

就有些困难的生活& '李秀红说"!孝

敬父母是我们每个儿女应该尽的义

务& 我的丈夫从小就和父母生活在

一起"如今我们又融合在了一起"谁

也离不开谁&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对两位老人有任何怨言& '

邻居徐大爷这样说李秀红-!她

从来都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每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的脸上总是

挂满微笑" 不是说公公一会就要吃

饭了" 就是说婆婆最近精神状态很

好& 很多时候"我和邻居都为她的乐

观和坚强感动不已& '

提起李秀红" 新闻社区主任张

凤梅的话语充满了感动-!她不仅要

照顾痴呆的公公" 还要看护多病的

婆婆"同时还兼职社区的志愿者"但

她从无怨言"从未放弃& 这么多年过

去了"她始终如一的坚持"让身边的

每一个人都由衷的敬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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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彩票"排列
"

$

开奖公告

体育彩票 !排列
-

'

第
*%*?%

期于
%+*%

年
!

月
%?

日开奖&

本期开奖结果!

( " )

晚报记者上门送联系方式

社区人物社区人物

!!!!!!

!一场意外把我摔得下肢瘫痪"

如果没有社区亲人的捐助" 我说不

定**虽然我遇到了意外" 但我却

有了千名$亲戚%"我很感动& '

!

月

%#

日" 记者在川汇区小桥办事处建

东社区见到了
-

年前不慎摔成重伤

的
%&

岁女孩儿李巧"说起两年多来

社区居民对她的不间断帮助" 她感

激涕零&

%++(

年冬" 李巧回家行至大庆

路桥施工工地附近时" 不慎摔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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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这场灾难之后更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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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着她"始终没有放弃她&

李巧重新燃起了希望" 在社区

!亲戚'的帮助和鼓舞下"她很坚强"

积极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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