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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
播下大爱的种子

春寒料峭心中暖。翻开上周的
晚报，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里溢
出的是满满的正能量:《我市第78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成功捐献》《普通
农村老党员刘洪福 临终不忘交最
后一笔党费》《养老院负责人丢了老
人生活费 拾金不昧的教师帮忙找
回》《小学生义卖善款赠予雷锋车
队》《大学生书法家捐善款 1.3 万多
元》《我市 3 家单位 9 名个人入选省

“慈善之星”》等爱心稿件见诸报端。
阳春三月，播下爱心的种子。3

月 13 日早上 8 点多钟，在南京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住院部 2 号楼 8 层病
房里，只见37岁的扬中媳妇杨守艳
两只手臂上都扎着针管，从她左臂
流出的血液随着导管输送到血细胞
分离机中，历时7个小时，终于成功
捐献出 200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在医务人员的护送下，搭乘当
天下午5时30分的飞机飞赴广州中
医院，送到那位罹患白血病的“远方
的弟弟”身边，为他重燃生命之火。

谈到捐髓之事，大家一定不会
忘记戚熙娟，她是我市第一例、我省
首例女性实现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
者。2003 年 3 月，戚熙娟正好经过
大市口广场，当她得知团市委和市
红十字会第一次在此进行血样集中
采集时，便加入了志愿者的人流中，
并递上志愿书。戚熙娟从来没有想
到过，在接下来十几年捐献造血干
细胞志愿者活动中，市民积极参
与。从 2016 年初的不到 50 例，到
2018年已经达到71例，而杨守艳已
经成为镇江市第 78 例、江苏省第
710 例、全国第 8019 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创造了镇江市造血干细胞
捐献工作的奇迹。

在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
有这样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村老党
员，退休后一直默默无闻地为村民
们做好事，做善事，展示了一位农村
普通党员的风采。更让人感动的
是，这位生前有故事的老党员，临终
前赶紧做了两件事：一是将他的几
十本医书传给了后人；二是在临终
前再交一次党费。如今老人虽已离
世，但他的善行影响力是潜移默化
的，感动着左邻右舍。

说起“最后一笔党费”，让我联
想到一位采访对象。2002 年，一位
百岁太姑在离世之前，她将身上仅
有的数千元现金捐出，作为最后一
笔党费。也许年轻人不能理解她为
何这么做，在采访她的亲戚、街坊邻
居、原单位的同事后找到了答案:原
来这位当年家住市区寿邱街的百岁
太姑，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蚕桑
事业，平时生活俭朴，从不求任何回
报。最让老人牵挂的是，镇江蚕桑
事业何时能上一个新台阶。感动之
余，我以《百岁太姑最后一笔党费》
为题报道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
反响。

据了解，我市慈善事业近年来
得到长足发展，离不开一大批爱心
人士的无私奉献和积极参与。近
日,2017-2018年全省“慈善之星”评
选揭晓,我市马巧云等9名爱心人士
获得表彰。2018年，在“中国城市公
益慈善发展指数”评选中，镇江排名
全国 221 个参评城市第 19 位，比上
届前进了7位。 周本林

开发区兴隆社区西一组的
孤寡老人高承良是不幸的，贫困
的他独居在家，膝下无儿无女，
唯一的亲妹妹还远嫁了镇江，虽
是本地人，却是“举目无亲”。年
轻的时候还有把力气，做点零工
养活自己，但随着年岁的增长，

眼睛也因病致盲，只能靠着低保
过日子。

但是，这样的状况在 2016
年“终结”了：扬中市专门帮扶贫
困老人的义工组织彩虹义工团
和威腾电气的志愿者们与老人
结了对。义工和志愿者们每周

都会上门给他打扫卫生，清理个
人卫生。去年针对老人营养不
足的问题，义工和志愿者们还定
期上门送营养餐。得益于义工
和志愿者们的照顾，老人晚年过
得很开心，算得上“不幸中的万
幸”。

不幸孤寡老人的“万幸”

京江晚报讯 “大桥建
设 者 们 来 自 祖 国 的 四 面 八
方，他们把辛勤的汗水挥洒
在了镇江大地上，我们医疗
服务志愿者们把义诊与急救
知识带给建设者，这是对大
桥建设者最大的支持。”前
天，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区分
院的医务人员，来到镇江长
江大桥建设工地，现场开展
健康义诊活动时说的一段话。

本次活动是市第一人民
医院新区分院与中铁大桥局

连镇铁路项目部开展结对共
建的一次活动。据了解，镇
江长江大桥是连镇铁路控制
性节点工程，今年是大桥建
设的关键之年，大桥建设日
新月异，建设速度突飞猛进。

“连镇铁路看镇江，镇江
工程看大桥”，承担大桥建设
的是有着“建桥国家队”美
誉的中国大桥建设铁军——
中铁大桥局，此次开展“学
大桥建设精神，展宜地仁医
风采”义诊活动，是中铁大

桥局携手地方共建的一次有
益探索。

活动现场吸引了众多项
目部职工前来“寻医问诊”，
职工们受益良多，义诊活动

“人气王”还是急诊科的桑志
主 任 ， 他 现 场 讲 解 急 救 知
识，模拟示范培训，让广大
建设者对急救知识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提高了建设者们
施工现场解决应急突发事件
的能力。

（常美兰 刘佳 沈湘伟）

义诊来到五峰山长江大桥工地
京江晚报讯“谢谢，要不是你

通过手机中的语音功能和我妈妈取
得联系，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手机
丢了呢……”10日傍晚时分，丹阳失
主沃女士兴冲冲地来到同村村民肖
国芳家中，握着肖国芳的手感谢道。

肖国芳和沃女士都是丹阳延陵
镇松卜村人。10日下午，肖国芳带
上竹篮、剪刀等工具去村外挖荠
菜。刚挖了一会儿，她意外发现不
远处的地面上有一部手机，便上前
捡起来。当时她就心想，这肯定是
哪位失主不小心掉落的。于是，就
一边挖荠菜一边耐心地等候失主前
来认领。

眼看天色渐暗，也不见失主的
踪影，不得已她就将手机带回家，继
续寻找失主。

刚到家，肖国芳的儿子也下班
回家。获悉妈妈捡到一部手机且正
在寻找失主后，他拿过手机，想查看
手机里有没有联系方式可以找到失
主。可是，手机上了锁。他灵机一
动，试着通过手机中的语音功能和
失主的家人联系，但没人接听。

过了一会儿，手机响了，他接听
了一下，原来是手机主人的母亲打过
来的。当时，老人家感到很奇怪：“女
儿的手机，怎么是他人接听电话呢？”
当肖国芳告知老人家事情原委后，老
人家非常感谢，立即通知女儿前去认
领。很快，失主沃女士来到肖国芳家
中，认领回手机。 （朱美娜）

挖野菜捡到手机
拾金不昧还失主

大爱让市民做善事成习惯
出嫁妹妹五次回扬中谢恩人

去年 9 月 7 日晚，高承良在
家中突发疾病，并陷入昏迷，适
逢志愿者上门走访发现了这一
险情。很快在志愿者们的群里，
一条紧急求救信息转发开了：兴
隆盲人高承良神志不清，急需送
医救治。

求救信息发出不到一分钟，
群中很快就有志愿者响应。老
人很快就被驱车赶来的志愿者
们送到了扬中市人民医院。深

夜里，8个志愿者一直在医院中
陪护着老人。第二天，高美兰从
镇江赶到扬中，志愿者们把募集
的慰问金递到了高美兰的手中，
看着一夜未睡还在为哥哥奔走
募集善款的志愿者们，高美兰感
动得说不出话来。

“当时我就想为报答他们做
点什么。”高美兰告知记者，在邻
居的建议下，高美兰找到了社区
大学生，用发自肺腑的感情，请

大学生代写了这封感谢信。
“我要用感谢信真实地记录

下我的感受。”带着这封“发自肺
腑”的感谢信，高美兰今年第一
次回到了娘家扬中，并亲自把信
送到了志愿者们的手中。彩虹
义工服务社社长马峥嵘表示，虽
是两页纸的感谢信，但他们会一
直保存下去，因为这是他们不会
让孤寡老人孤单的使命见证。

（范永贵）

感谢信背后的故事

高承良的妹妹高美兰年轻
时嫁到了镇江，距离的原因，想
照顾孤苦的哥哥，也是心有余而
力不足。

一次重阳节回扬中，站在哥
哥几间瓦房前，她简直不敢相信
眼前的景象：一群穿着蓝色马甲
和红色马甲的志愿者，还有几名
消防官兵正进进出出帮忙整理
哥哥家屋前屋后的卫生，哥哥正
被几个志愿者围着，洗头、理发

……收拾清爽后的高承良跟志
愿者们坐在一起有说有笑。

“当时我也想过，是不是这
些志愿组织为了重阳节‘政绩’
而走的过场。”但这样的疑问在
高美兰五次回娘家中得到了破
解。高美兰说，几乎每次回来都
能看到志愿者们在哥哥家中忙
前忙后，志愿者们告诉高美兰，
因为高承良现在眼睛几乎全盲，
所以他是重点关照的对象，除了

定期上门走访，志愿者们还会不
定期上门陪老人说话聊天。

“太感谢家乡的志愿者们
了。”为此今年第一次回娘家，高
美兰带着感谢信来到彩虹义工
服务社的办公地点广宁社区。
每次回扬中，高美兰都会面谢志
愿者们，为什么这次想到了写
信？其实在这背后还有一个感
人的故事。

老人妹妹五次回扬中谢恩人

“真心地感
谢你们，要不是
你们，我哥哥早
就不在人世了。”
11日，远嫁镇江
的高美兰倒了几
趟车，特地来到
扬中市三茅街道
广宁社区感谢一
群平日里照顾和
危难时救助她哥
哥 的 人 。 2018
年、2019 年这两
年，高美兰回扬
中总共有5次，每
次回来她都会面
谢这群人，这次
是第5次回来，她
还专门找人打印
了一封感谢信，
虽 然 只 有 两 页
纸，却饱含她发
自肺腑的感激。

谢道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