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为他们加油

扫描左方二维码，你就

能为本期的街坊实现心愿

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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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爱心档案》栏目成立19年来，通过报道贫困家庭、倡导社会慈善活动，搭建了一座广州爱心人士与困难家

庭互助的桥梁，为各类志愿活动提供平台和见证，迄今已有2000多户广州街坊直接受益。我们在这些获得帮助的街坊身

上看到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 为此，我们向广大读者、街坊以及市民公开呼吁，有困难请与《爱心档案》栏目联系。

联系方式：陈小姐 34323160��隰EMAIL：zhangyh@xxsb.com

誂

爱心档案，

圆你一个心愿

纾困暖童心

纾困暖童心项目， 每笔捐款

200

元，用于帮助一个学童支付学杂费用。

●

总收入：

451633.08

元

●

目前可用善款：

232983

元

信息时报与广州市慈善会

成立 “信息时报爱心慈善金”，

以资助新闻报道中遇到的特困

个案和特急个案， 并对 《爱心

档案 》 的每户困难家庭给予

300

元资助。

信息时报爱心慈善金

期待您的爱心

开户名称：

广州市慈善会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越秀支行

账号：

44036301040000267

捐赠热线：

(8620)86004343

捐赠小贴士

沙漠绿洲漆爱心公益金

●

总收入：

20200.00

元

●

目前可用善款：

15400.00

元

●

目前可用善款：

206183

元

励志奖学金

特别提醒：

敬请在捐款时告知或注

明是“捐赠信息时报爱心慈善

金（注明资助困难户的编号）”、

“捐助200元纾困暖童心计划”

或“捐助励志奖学金”等等。 另

外，敬请捐赠者注明捐赠单位

名称、个人姓名、地址、邮政编

码、电话，以便慈善会把发票寄

给捐赠者。

爱心档案

Love & Share

收支告示

●

总收入：

7107314.33

元

●

总支出：

3112150.94

元

●

善款统计中

●

目前可用善款：

3995163.39

元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本期刊出个案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

“生命如此可贵，人生仅此一次！ 当

大家过着健康快乐、 幸福美满的生活，

享受生命乐趣的时候，有一个幼小的生

命正在与病魔做殊死搏斗，他就是我的

宝贝儿子小哲……”来自贵州省黎平县

的小哲爸爸在求助信上写道。

今年 3 月份， 来到世界上才 10 个

月的小哲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为

了治好孩子的病，3 月 26 日， 小哲父母

从贵州带着他直奔广州南方医院求医。

孩子病情不稳定，医药费筹不够……在

这些困难接踵而来的时候，小哲父母努

力地在一次次崩溃中，寻找希望。 小哲

妈妈说：“一开始来到广州，我们真的是

很迷茫！ 那时候，孩子情况很不理想，幸

好那时候，很多病友和爱心人士鼓励我

们，让我们坚持下来。 在孩子做第三个

疗程的治疗的时候， 情况有了好转，也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希望！ ”经

过 6 个多月的治疗， 小哲开始好起来

了，有时候也能叫一下“爸爸妈妈”，走

几步路！

看到了儿子的身体慢慢好转，小哲

父母特别害怕一条小生命因为没钱治

疗而结束！ 小哲爸爸说：“医生说，我们

家孩子化疗之后， 还是要做骨髓移植。

可是， 移植需要一次性交 30 万元医药

费， 后续还有其他治疗费用。 我们目

前已经把积蓄都用完了， 还借了不少

钱！ 面对巨额的医药费， 我们不得不

选择向社会求助！” 平日里， 小哲爸爸

在浙江绣花厂打工， 小哲妈妈一边在

家里的农场打零工， 一边照顾小哲跟

小哲姐姐。 如今， 夫妻二人都来到广

州照顾儿子， 家庭的经济收入都没有

了。 小哲妈妈说： “我们也让小哲姐

姐过来广州做骨髓配型了， 她很愿意！

现在， 我们全家人的目标都很明确，就

是要努力帮助小哲把病治好！ 希望大家

可以帮帮我们！ ”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

18868568894

No.2219

心愿：治好病

治病两年多，5岁云南小孩自律且坚强

沐沐来自美丽的云南玉溪，今

年 5 岁，是家里的独生子。2019 年 9

月 19 日，年仅 3 岁的沐沐在中山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被确诊为神经母细

胞瘤。从那开始，沐沐就过上了异乡

求医的生活。没有上幼儿园，没有老

师教，沐沐自己看手机学习英语，学

习生活小常识， 小小年纪就学会很

多知识！沐沐爸爸说：“他很自律，手

机看了一会，他自己就会休息一下，

放松一下眼睛， 去玩玩具或者睡觉

休息。 ”

在沐沐生病之前， 沐沐爸爸在

老家县城卖家具， 沐沐妈妈在影楼

做前台接待工作。 2019 年 7 月，沐

沐开始出现腹痛，发烧等状况，沐沐

爸爸说：“当时， 我们当地的老医生

看了之后， 说他做了 30 多年医生，

都没见过我家孩子这种情况。 那时

候，我心都凉了！ 后来，我们家有亲

戚在广州打工， 他推荐我们到广州

大医院看看，我们才来了广州！ ”

做了 19 个疗程的化疗，45 个

疗程的放疗，这两年多，沐沐历经了

很多折磨， 却依旧向阳而生！ 沐沐

说：“我想读书！ ” 对于儿子这个梦

想，沐沐爸爸感到有些奢望，他说：

“沐沐经常自己在网上学英文，还经

常看一些生活常识类的教学视频，

例如，他昨天看完视频之后，就教我

口罩应该怎么叠？ 我很清楚他是真

的想要学习，想要读书，渴望知识。

可是，我想不了那么多，不敢奢望太

多，我只希望他能健康起来！ ”值得

一提的是， 沐沐在经历 3 次手术之

后，情况好转了不少，沐沐爸爸说：

“最困难的阶段已经撑过去了，现

在，沐沐开始长身体了！ ”

沐沐爸爸简单地统计了一下，

这两年来， 沐沐的医药费已经花了

50 多万元。 沐沐爸爸说：“我们家的

房子已经卖了，家里的牛羊也卖了！

孩子妈妈现在一天做 3 份工作，除

了白天去影楼做前台工作，晚上，她

还要去烧烤摊打零工， 并且卖点土

特产！ 我们全家人都倾尽所能地帮

沐沐治好病！但是，沐沐的治疗费用

还有很大的缺口， 希望大家帮帮我

们！ 帮帮沐沐这个懂事且自律的孩

子！ ”

联系人：任先生

电话：

13008642003

No.2220

心愿：治好病，去上学

爱心档案：沐沐（化名）

爱心档案：小哲（化名）

10月的孩子患急性髓系白血病急需救命钱

沐沐爸爸在医院附近的出租屋里照顾孩子。

小哲爸爸妈妈给孩子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