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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妻中年丧子，含辛茹苦抚养孙子长大——

经历大考后，愿孩子能自立自强

如果你有什么小小心愿，如果你想帮
助他们实现小小心愿，都请拨打
85110110告诉我们。慈善捐款请汇——

账户名称：南通市慈善总会
账号：5001 0188 0000 20217

0000 1002
开户行：江苏银行南通分行崇川支行

捐款方式：所有捐赠均可以通过电
汇、银行转账、现金等方式汇交南通市
慈善总会专户。捐款人如要指定受惠
人，请在银行汇款单的“备注”一栏注明
受惠人的姓名。善款将作为本分会慈
善基金，用以购买爱心物资。

市慈善总会江海晚报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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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日报社遗失启事、公告刊登
办理方式：一、线下办理可至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南通市世

纪大道8号）22层2210室；二、线上办理可微信搜索小程序“南
通报业遗失公告办理”。刊登热线：0513-68218781

办理方式：一、南通日报微信公众号首页底部点击
分类信息；二、南通发布App首页底部点击分类信息；
三、扫描右侧二维码。帮帮热线：0513-85118889

南通报业大型线上分类信息发布平台，值得您信赖的“信息百宝箱”——

创办十九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鸿运婚介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承诺：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微信号：18912286139 13962983156

征婚热线:85292569 15851252008

凡来鸿运婚介征婚、交友的单身男、女照片或手机号都不会透露给其他人，这是我们的职责。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18912270383 1377363830家乐中介

富贵园（二附学区）2/6 2/1 64m2装潢（空学位） 258万
富贵园（二附学区）2/6 1/1 63m2装潢+8m2车库（空学位） 265万
富贵园（二附学区）2/6 3/1 80m2装潢（空学位） 319万
富贵园（二附学区）3/6 2/1 78 m2 全新精装潢 338万
望江楼（二附三中学区）3/6 2.5/1 75.64m2精装潢（空学位） 308万
春晖花园（一附学区）3/6 3/2 123.57m2+13m2（车库）装潢 268万（净）
万科白鹭湾（洋楼）5/6/电 3/阳光厅 115m2+车位 精装 156万
公园南苑 6/电 2/1 98m2+16m2（车库） 155万

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悦海名邸 25/电梯 建126m2+汽车位毛坯 295万 满二
星光域 1x/电梯 建133m2 满二年 毛坯 278万
德诚翰景园 9/18楼 建136m2+20m2车库+汽车位 毛坯 238万可议
三里墩花苑 12/18楼 建97.8m2+17m2车库精装 188万
急卖：江海佳苑 5/16楼 建118m2毛坯阳光好 170万
紫东花苑 7/9楼 带电梯建93m2+12m2车库精装 168万
弘运园 5/7楼 建110m2+15m2 车库 158万

久和中介
新建新村 5/5 63.72m2 2-1 简装 128万
孩儿巷南路 3/5 61m2 2-1 毛坯 79万
万濠星城 中层 96.5m2 3-1 中装 252万
德民花苑 2/6 125m2 3-1 车库10m2 185万
中南世纪花城 高层 86.8m2 2-1 婚房 199万
恒盛尚海湾 中层 123.3m2 3-2 简装 280万
悦海名邸 11/13 116m2 3-2 精装 288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3806295582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有土地 厂房 出售 专做厂房商铺 办公楼 住宅买卖 代过户 免费登记 面议
学士府 18/30 二室一厅 76m2 车库10m2 豪装 155万
严家巷店面 1-2/2 108m2 附院急诊旁边 朝西 位置好 328万
国际大厦 12/ 半层办公楼 430m2 濠河 边上 430万
光明东村 3/6 三室一厅 122m2 车库15m2 豪装 空学位 268万
起凤园 4/7 二室一厅 66.5m2 中装 急卖 99.8万
钟秀东路办公用房 2/6 有电梯 268m2 钟秀东路与外环东路 已经出租7.5万一年 135万
都市华城 6/9 四室一厅 170m2 车库12m2 豪装 景观房 348万

银河中介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城港新村 6/6层 2室1厅 65m2精装【未住人】急卖 83.8万
华威园 1/车库2室1厅 71m2 简单装潢 158万【实验学区】
弘运园 5/7层3室南 110m2 中档装潢车库15m2 158万
银花苑底楼 2室一厅 64m2 中档装潢【有大院子】 238万
众和花园 2/6层 3室阳光厅2卫 138m2 精装车库32m2 418万
天安花园 3/5层 4室2厅2卫 145m2 精装满5唯一 406万
北郭东村 2/6层 2室半 87.5m2 中档装潢【三中】 156.8万
苏建名都城 中层 3室2厅2卫 142m2 含车库车位 398万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江海晚报》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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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军

戴玉兰

葛德兰

钱衡

陈珊英

朱洪志

张新华

成秀群

王美英

张大金

困难情况

失独家庭，儿子去世多年，孙子今
年参加高考，老伴无退休金，全家靠其
一人退休金生活。

身患多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吃
药维持；丈夫多次中风住院，医药费花
费巨大，二人退休金微薄。

患有脑膜瘤，丈夫待业，身体不
佳，患有膀胱肿瘤；治疗用药及抚养女
儿开销很大，而两人收入有限。

2020年查出结肠癌，全年治疗自
费40000元左右，因病致贫，生活困
难。

丧偶；儿子视力一级残疾，患有尿
毒症，离异状态。

患高血压、高血糖多年，脑供血不
足，常年吃药，药品费用较高；爱人身
体也不好。

妻子患食道癌，每月打针用药贵，
且无法报销，治病、生活负担较重。

背脊椎下垂，目前卧床不能走动。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多
种疾病，每个月医药费开销大；丈夫患
肺癌，花费巨额医药费后去世。

如东人，和老伴在南通打工做保
安保洁；儿子去世，儿媳患病，需要赚
钱供年幼孙子上学。

受助心愿

行李箱、背包

电压力锅、一副老花镜
（200度）

空调扇

电饼铛、收音机

盲人用的手机

电风扇、党员学习书籍
《光辉的历程》《初心的
力量》《信仰的力量》

电风扇、红色书籍《红
旗谱》《红岩》《红日》

米面粮油等物资、
收音机

微波炉、一副老花镜

微波炉

22日上午，关爱一线牵栏目组来到
崇川区文峰街道凤凰社区任建军家中。
一进门，任大爷就招呼我们坐下，一边倒
水、一边让我们吃水果，十分热情。老夫
妇和孙子棋棋一起生活，家里收拾得干干
净净，充满着温馨舒适的生活气息。

多重打击，击碎幸福之家

早年间，任建军从部队退伍转业到南
通纺织总厂工作，儿子在亲戚承包的餐饮
店内打工，大妈在通州金沙老家，一家人生
活还算富足。后来儿子成家后，定居在南
通市区，2003年，孙子棋棋也顺利出生。

一家人原本开开心心地过着幸福生
活，直到2011年，儿子婚姻破裂，整天郁
郁不乐。为打起精神，儿子决定去亲戚在
兰州办的餐饮公司工作贴补家用。老夫
妇也变卖金沙房子，替儿子还贷款，还来
到市区照顾孙子。

然而第二年8月，儿子突觉不适后去医
院竟查出肝癌晚期，这样的噩耗一下子让
二老陷入绝望。“2012年上半年的时候，他
就莫名其妙地发高烧。我们以为他只是工
作太辛苦了，就让他到社区医院挂了水，也
没想着去医院做个检查。”大妈回忆起那个
时候，脸上满是懊悔。

积极面对，重回平静生活

儿子查出问题后，立即从兰州回来，
赶往上海复查，积极接受治疗。任建军得
知情况后，立马前往上海照顾儿子，大妈
则留在家中照顾年幼的孙子。

后来，为了方便治疗，他们将儿子转回
南通的医院，夫妇二人辗转于医院和家之
间，照顾起儿子和孙子。为了给儿子治病，
他们将自己的积蓄全都拿了出来。但事与
愿违，儿子在治疗4个月之后还是离世了。

棋棋当时只有10岁。儿子离世以
后，棋棋只好由任建军夫妇抚养。儿子的
治疗费用花了将近30万元，老夫妇的积
蓄也几乎被掏空。从那以后，他们祖孙三人
的生活仅靠任建军一人的退休金支撑。

生活虽然艰苦，但任建军夫妇依旧积

极乐观。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任建军
虽然已过古稀之年，但身为党员，只要一
有时间，就会参加社区组织的志愿活动。
今年疫情期间，小区卡口和核酸采样点都
能看到他的身影。

经历大考，望他自立自强

儿子去世已快10年，孙子棋棋也已
长大成人。这个月，棋棋刚刚经历了人生
中的第一道关口——高考。对于棋棋的
高考成绩，二老并不担忧。懂事的棋棋在
校品学兼优，“这是棋棋今年三模四模的
成绩，在学校没给我们丢脸。”任建军向
记者展示着棋棋的成绩条，脸上洋溢着
自豪的笑容。

棋棋想报考警校，但是他的体能有些
欠缺，又有些胆小，所以晚上经常拉着奶
奶下楼锻炼。“我们挺支持他考警校的，能
让他胆子大起来。”儿子住院那段时间，棋
棋一人在家，必须要将家里的灯全部打
开，才敢一个人待着。

“昨天晚上，我跟棋棋讲，爷爷奶奶年
纪大了，你一定要自立自强，学会照顾自
己。”奶奶因为担心孙子，时不时会语重心
长地跟孙子谈心。棋棋也非常懂事，跟奶
奶说等成绩出来之后就去兼职赚钱，贴补
家用。

所有的不幸都可能是幸运的开始。
任建军夫妇并没有因为中年丧子而绝望，
积极乐观地过好当下的生活，“棋棋能够
健康成长、快乐生活，就是我们最大的愿
望。”（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李慧
本报实习生陈星宇 方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