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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妈妈照料瘫痪女儿58年
邻居常相助 买菜不忘带一把

24小时新闻热线：96496邮箱：yzej@yzwb.com

岁的妈妈 （右 ）和 65 岁的残疾女儿

7岁时，女儿因一次发烧打针，导
致双下肢瘫痪，从此妈妈成了女儿的
“双腿”。如今，58年过去了，妈妈已经
91岁高龄，依然在照顾着女儿，不离
不弃。近日在园林社区采访，记者了
解到这个母女情深的故事。

7岁时女儿不幸瘫痪

母亲夏秀珍是园林社区原杨四
组居民，女儿叫杨秋华，65岁，母女俩
现居住在瘦西湖名苑。
夏秀珍介绍，女儿出生后一直很
健康，7岁那年发烧，打针之后双腿不
能行走，“后来带着她四处看医生，还
是没看好。”此后，夏秀珍便成了女儿
的“双腿”，女儿无法做的事情，她都责
无旁贷地包下来。
记者采访了解到，母女俩现在一
起生活，妈妈负责做一日三餐；衣服洗
好后，老妈妈负责晾晒；家务活需要站
立的，全由妈妈来做。
年纪大了，夏秀珍身体渐渐不如
以前，有血压高，血脂高，前年还在家
里突发休克，时不时要到卫生服务站
挂水。“如果没有人陪妈妈去挂水，我
就陪她去。”杨秋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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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路边做小买卖谋生

杨秋华也很要强，靠着顽强的毅
力，学会用小板凳代步，扩大自己的活
动范围。拆迁前，她和妈妈搭伴在观音
山下摆摊挣钱。
夏秀珍母女原先住园林村杨四
组，就在观音山下，属于农村。杨秋华
因残疾种不了田，妈妈年纪大了，也
不适宜做农活。为了生活，母女俩就
利用住处靠近观音山的便利，每天到
观音山下摆摊。大早，杨秋华用小板
凳从家里挪出门，在路边摆摊；母亲
夏秀珍则挎着小篮子，边走边向游客
兜售。
“一起摆摊的都是乡邻，大家知道
我残疾，游客少的时候，总是推荐向我
买。”杨秀华介绍，只要天气好，天天出

夏秀珍年纪大，去菜场买菜不方
去，可以挣个生活费，中午妈妈回家吃
饭后，再带饭菜给她，一直到下午三四 便，同一单元的邻居经常出手相助。
“对门邻居、楼上邻居都很好，出去买
点钟收摊回家。
杨秋华介绍，她和
邻居常帮母女俩买菜 菜都会帮我们带。”
妈妈平时吃的菜，除了姐姐送来的外，
大约 7年前，杨四组庄台拆迁， 主要是邻居帮忙带。
之后，夏秀珍母女搬进瘦西湖名苑的 “每天吃过早饭就是玩，到楼下转
安置小区。夏秀珍办理了失地农民养 转。”夏秀珍看上去身板硬朗，虽已 91
老保险，现在每月有 1000多元的收 岁，但耳聪目明。每天下午，杨秋华也
入，还有高龄老人尊老金；杨秋华的低 会用板凳代步，一点点挪下楼散散心，
保金也在不断提高，母女俩的生活有 “上午我一般在家看看电视，下午下
了保障。
楼，上下楼一次不容易，车库里也做了
得知她们一老一残，所在社区对 个卫生间。”
她们也很关心。
“‘一老一残’生活不容
看着这“一老一残”组成的特殊家
易，只要符合政策，社区都会想到她 庭，看着整洁温馨的家居，记者也为她
家，给予照顾和帮助。”春节前，有关单 们的母女情深和自强乐观所感动。
通讯员 吴秀华
位到社区慰问，在社区推荐下，也特地
记者 仲冬兰 文/图
到她家看望。

社区干部常登门
空巢夫妇不孤单
“我们夫妻俩都 80多岁了，儿

社区黑板报
琼花观社区：明天有合唱团表演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翔宇 记者 余佳 ） 本周六下午 3：
00，琼花观社区活动室举办“和谐之声”合唱团表演。

女不在身边，但从未感到孤独，张书
记及小薛同志经常上门嘘寒问暖
……”
昨天下午，翠岗花园社区党总
支收到一封感谢信，写信人是社区
居民邓相广。邓相广和老伴两人都
是翠岗花园社区的居民，住在红梅
苑，年事较高，子女平常不在身边，
老伴身体也不是很好。社区党总支
了解情况后，不仅常上门看看，还安
排志愿者提供服务。

滨湖社区：独生子女父母即将登记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美燕 记者 仲冬兰 ）2月 20日—6

月 20日，滨湖社区将对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父母进行登
记。请户口在滨湖社区、农业户口、无退休单位且年满 60周
岁的居民，携带本人户口本、结婚证、独生子女证、本人及配
偶和子女的身份证到社区登记。

虹桥社区：下午有剪纸活动

通讯员 冯丽 记者 栾佳丽

自费慰问
困难户
昨天，瘦西湖街道堡城村，党员

志愿者仇玉娇在老会计带领下，来
到象鼻组村民陆定宏家中，送上自
己购买的奶粉等食品，“ 节前走访
时，我发现他家很困难，当时我就想
要帮帮他家。”
仇玉娇是一名 90后，去年刚到
堡城村工作。今年春节前，仇玉娇和
村里工作人员一起走访困难户，了
解到象鼻组村民陆定宏家很困难。
陆定宏身体不好，带着有癫痫病的
儿子生活，自己打零工收入不高，儿
子更是生活不能自理。仇玉娇还发
现，陆定宏有癫痫病的儿子竟是她
以前的同学。
回村后，仇玉娇就提醒自己，
要尽自己所能帮助这户困难家庭。
此后，仇玉娇一直把这事记在心
上。最近正好有空，她特地买了奶
粉等食品，并在昨天送到陆定宏家
中。
通讯员 许海 记者 仲冬兰

《“

本报讯 （ 通
讯员 范燕茹
记者 刘峰生）

福进万家 ”诗文集 》发放仪式现场 。 范燕茹 刘峰生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曾雅君 记者 仲冬兰 ）今天下午 2：30，
虹桥社区有剪纸学习活动，欢迎辖区居民参加。地点：社区
二楼会议室。

连福社区发放诗文集
收录居民所作 66首诗词

昨天，连福社区
党总支举行《“福进万家”诗文 释手。
2015年 4月底，连福社
集》发放仪式。据了解，《“福进
万家”诗文集》共收集了辖区 区应辖区广大诗文爱好者
居民所写的 87篇诗词与文 的要求，成立了连福社区诗
章，图文并茂的编排让人爱不 文社。从那时起，诗文社社
说起皮市街社区的居民小组长
陈敏，不少社区居民都点赞：“她是居
民之间的‘润滑剂’，谁有个矛盾，她
三言两语就能化解。”

近 50户民情了如指掌

员们笔耕不
辍 ，《“ 福 进 万
家”诗文集》收
录了社员们近
两年来所写的 66首诗词，
此外还编入了 13篇优秀志
愿者的先进事迹、8位道德
模范在社区道德讲堂的精
彩演讲。

近日， 八大
家社区举办“保护
环境 共创绿色社
区”青少年环保活
动，社区小小志愿
者们纷纷行动起
来，清理小区垃圾
杂物。
朱华 峰生 摄

这位小组长是社区居民的“润滑剂”

家庭矛盾 三言两语就化解了

陈敏 70多岁，住在小井巷，为周 连谁家孙子在哪个学校、上几年级， 外，还兼调解矛盾。
也喜欢孩子，觉得独生子女的童年太
围近 50户居民服务。“陈阿姨生活在 陈敏都能一口报出来。
有户居民家为了生二胎之事，老 孤单，只是面对培养教育孩子的难
这里大半辈子，家家情况都清楚，谁
陈敏喜欢一户户上门跑。“街头 人和小夫妻闹了矛盾，甚至几天不说 度，他们有些纠结。”陈敏表示，通过
家有困难不用说，她就会主动去帮。” 巷尾老邻居处得就像老姊妹，没事还 话，老人和小夫妻都不开心。“怀孕生 调解，让小夫妻根据自身情况，冷静
居民王静快言快语，“上次，巷子口陈 串串门呢，社区发个通知，我习惯挨 二胎，对工作影响很大，培养教育孩 地考虑两三天再做决定；考虑期间老
家夫妇都上班，奶奶住院，孩子放学 家挨户跑，看见他们我觉得亲切！”陈 子都花很大精力。”小夫妻跑来找陈 人不要给小夫妻压力……经过陈敏
回来没人带。陈阿姨二话不说把孩子 敏表示，上门见面比打个电话更能了 敏评理，老人也来找陈敏：“老大上一 调解之后，这对小夫妻决定生两孩，
接到自家，吃完晚饭再送回。”
年级，现在再生一个我们还带得动， 目前已经怀孕 3个月了，一家人生活
解情况。
谁家长辈身体不好、谁家孩子工 三言两语化解家庭矛盾 我们也是为他们着想，以后都是一个 得开开心心。
作忙、谁家奶奶烧菜好吃、谁家爷爷
通讯员 徐颖
孩子，赡养老人的负担多重啊。”
爱看书、谁家搬走后的新地址，甚至
记者 余佳
居民小组长除了传达社区通知 “小夫妻并非排斥生两孩，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