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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孤会志愿者到医院为病童家属送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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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档案：小丽

恤孤会8年来资助《爱心档案》重症病童152名，捐助金额逾133万元

做重症病童家庭的一束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2002

年7月，信息时报《爱心档案》栏目正式

出街，致力于帮助生活在广州的困难群

众———孤寡老人、困难学生、困境家庭、

重症患者等。 因为一篇篇真情故事，他

们被看见、被资助、被温暖。 通过该栏

目，不少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也有了助

人的平台。

如今，《爱心档案》系列报道还在为

困难家庭发声和寻求希望。 近年来，栏

目报道的重症病童占比越来越多。 幸

而，在救助病童的道路上，广东公益恤

孤助学促进会

（以下简称 “恤孤会 ”）

成

为本栏目的强大后盾。 从2015年至今，恤

孤会共资助《爱心档案》栏目报道的重

症病童152名，共资助金额1334613.2元。

资助病童10年， 每笔善款都能

发挥价值

恤孤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资助

农村困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2012年

起，恤孤会发起重症贫童救助项目。 第

一年里，恤孤会共发出105万元善款，资

助40名重症病童。 恤孤会老会长王颂汤

说：“后来，我们了解到重症病童家庭的

医药费虽然很高， 但是国家有医保，而

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去筹钱。 为

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孩子，我们降低了

资助金额，希望可以覆盖更多有需要的

孩子！ ”

为了让每笔善款都能发挥真正的

价值，恤孤会采取医院推荐以及媒体推

荐两种途径确定资助对象。 收到推荐之

后，恤孤会工作人员首先会联系病童家

属，根据病童患病的情况、家庭经济情

况等填写核查表，再按照核查表评估得

出的总分数，最后确定是否资助以及资

助的金额。 王老会长说：“经过10年的实

践，我们的项目没有发生不该资助的资

助。 有些病童家庭治好病后，会把剩余

的钱退给我们，还有一些病童家庭在家

庭走入正轨之后， 会把钱还给我们，让

我们去资助其他的病童。 ”

每笔善款， 都在帮重症病童家

庭创造奇迹

很多患有白血病、 恶性肿瘤的病

童， 所需的治疗费用高达几十万元，甚

至上百万元。 而在《爱心档案》栏目报道

的重症病童里，不少病童家庭是来自农

村的，家庭经济比较拮据。 得知自己的

孩子患重症，仍坚持带孩子来广州大医

院治病的家长，往往需要承受很大压力。

要知道，巨额的医药费用将贯穿孩

子的治病过程。 正因如此，每一小笔善

款都是一点希望，能支持家长陪孩子多

走一步。 一位重症病童的爸爸告诉记

者：“一开始，我都想放弃了。 但孩子那

么可爱，我们实在不忍心，就把孩子带

来广州治病。 来到广州之后，面对昂贵

的医药费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心里难

受也不敢打电话跟亲戚朋友倾诉，担心

对方会觉得我是来找他们借钱的。 那时

候，我觉得失去了希望，所有人都会躲

我们。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你

们的栏目，还有恤孤会，还有很多爱心

人士，都向我们伸出了援手。 大家一人

帮助我们一点， 我们也走一步看一步，

竟然撑到了最后！ ”在孩子康复出院之

后，孩子爸爸算了一下，才知道孩子治

病期间花了50多万元。“这个金额对于

我们家庭来说，就是巨款，想都不敢想。

这段时间竟然能筹到这么多钱，而且还

把孩子的病治好了，真是奇迹！ ”孩子爸

爸感激地说。 或许，每一小笔善款对于

重症病童巨额的医药费来说并不多，但

却能为重症病童家庭的灰暗生活带来

希望之光。

汇聚爱心，助力广州成为乐居城市

据悉，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现在

很多重症的治愈率都很高。 王老会长表

示：“每位病童得到资助后，我们都会在

下个季度进行电话回访。 ”

看着一个个重症病童康复出院，回

归校园； 还有一些孩子已经长大了，不

仅成家立业，还热心参与公益，用自己

的能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王老会长感慨地说：“从表面上看，我们

和医院、 媒体一起参与重症病童救助，

是在挽救这些孩子的生命，挽救一个个

濒临破裂的家庭。 但从广义上看，这个

项目其实是在汇聚爱心，助力广州成为

一所乐居城市。 让这些重症病童的家人知

道，这个社会在竭尽全力地支持他们！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5月11

日，今年5岁的小丽和爸爸一起，随省委

办公厅-恒健控股公司驻连江口镇帮镇

扶村工作队

（下简称 “工作队 ”）

的工作

人员，从英德连江口镇来到广州市妇女

儿童医疗中心求医。虽然这是小丽今年

第二次来广州求医，但一路上她仍然很

兴奋，看见什么都觉得新奇，想一探究

竟。

据小丽爸爸表示， 小丽刚出生时，

左边脸就有点肿大，被老家的医院确诊

为血管瘤，医生建议等孩子大一点的时

候到广州的大医院求医。 小丽 1 岁多

时，小丽爸爸就带着她来到广州市妇女

儿童医疗中心看病，小丽爸爸说：“那时

候，她的脸已经肿得非常大，有时候都

喘不过气， 进食以及说话都受到了影

响。 医生建议给孩子插管治疗，但费用

要差不多 1 万元一天。 我们家靠低保金

生活，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所以，我只

能带孩子回家了。 ”回家后，小丽爸爸找

了一些土方子，弄了一些草药给小丽吃

以及敷脸，以求孩子的病情不要恶化。

如今，小丽已经到上幼儿园的年纪

了，小丽爸爸也给她报了名。 但由于小

丽的舌头发黑，面部肿大，幼儿园希望

小丽治好病并开具健康证明后，再回幼

儿园报到。 向来活泼开朗的小丽看着同

龄人上了幼儿园， 自己也是羡慕不已。

小丽的妈妈是精神二级残疾人，生活无

法自理，需要小丽爸爸在身边照顾。 小

丽爸爸说：“我十多岁就去当兵， 当了 4

年兵后，考虑到家里经济困难，就回家

务农。 后来，我跟着建筑工队到处做工。

49 岁那年，我结婚了。为了照顾老婆，我

也没法外出工作，只能靠每月的低保金

生活。 除了小丽，我还有个儿子，今年读

一年级。 现在，我们家的日子就一天天

过， 小丽治病的事情也是一天天地拖

着。 ”

工作队得知小丽的情况之后，很快

联系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并于

今年 3 月 24 日送小丽到该院治疗。 最

终， 小丽被确诊为先天性淋巴管畸形

（舌及左颌面部）

，并在该医院做了微创

手术。 小丽爸爸说：“手术做完之后，小

丽的舌头不发黑了， 脸也没那么肿了。

医生让我们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再过来

做第二次手术。 ”

5 月 11 日下午，小丽再次回到了医

院。 一进医院，她就跑来跑去，到处玩，

最喜欢的就是坐扶手电梯。 见到记者的

时候，小丽也不怕生，大大方方地介绍

自己，还对记者笔记本上的便利贴产生

了兴趣。 记者把六种不同颜色的便利贴

都撕了一张送给她， 她兴奋地跳起来

说：“我集齐了！ 我有黄色的、有红色的、

有绿色的……” 或许对于小丽而言，来

医院治病就是一趟奇妙的旅行。

而对于小丽爸爸来说，这也是一趟

希望之旅。 小丽爸爸说：“医药费实在是

太贵了，我本来都已经放弃了，没有打

算带孩子来大医院治病。 所以，我很感

谢工作队，是他们让我的孩子有希望去

治好病。 ”工作队的田先生表示：“小丽

接下来的治疗大概需要 2 万元，除了治

疗外，还需要做整容手术，费用大概是 3

万元。 小丽父亲今年 59 岁，要照顾孩子

和有精神病的妻子， 家里没有劳动力，

实在是比较困难，希望有爱心人士能帮

帮他们。 ”

医生在给小丽看病。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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