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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90岁的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每天需要服用富马酸喹硫

平片控制病情。由于小区封控，家中断药，母亲整夜都睡不着觉，常

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老人家真要是出点事情可怎么办？我们

天天忧心忡忡。 静安区三全路517弄 张女士

日记我的抗疫 封不了的牵念，儿子在社区抗疫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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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香了人也清醒了

扫码看“战疫 ·帮侬忙”

丈夫瘫痪，儿子患克罗恩病，70岁
顾阿姨自己的化疗药又断了……

90岁阿婆断药神志不清 三盒“救命药”紧急送达

因为疫情，我们一家三口分别被

分开在三地。封控的日子里，生活受

到限制，只有亲情、牵念在时空穿行。

因为疫情，今年清明回乡扫墓、

探亲取消。我只有通过电话，告慰一

直盼望我们回乡的姑母和表弟。我

居住在天山地区，妻子去浦江镇看望

岳父母，结果被“封”在那里。去年大

学毕业的儿子今年1月应聘在浦东三

林镇一社区工作。儿子长得高大帅

气，却让人不省心。他曾在电商公司

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做得不顺心辞

职。在家待业的日子，除了参加几次

应聘考试，大量时间热衷于“三件

套”：网购、游戏、睡懒觉。独自住的

一套房里，地上脏了不知道扫，衣服

换下不及时洗，卫生间也脏得走不

进，说说他还不服气。谁能相信，不

久之后，他竟然能“扫”得好社区大家

庭诸多繁琐事呢？

浦东新区这次疫情较重，儿子

所工作的社区早早拉响警报。3月

一天，儿子发微信：疫情越来越严

重，老爸尽量少外出，注意安全和健

康！我没想到，从不主动关心父母

健康的他会发暖心信息，心里很感

动。这段时间他和社区干部挨家挨

户上门统计基本信息。他在微信里

说：每天上下楼数十次，核对、统计

大量信息，接待居民求助、晚上协助

居民核酸检测等。封控前儿子和岳

父母住一起。听岳母说，他要天天

忙到半夜才回家，一早又赶到单位

去了。后来儿子工作的社区封控，

于是他住在社区，天天连轴转。

小区核查出阳性感染者较多。

相应的安排核查、消毒、隔离、安抚

等工作不少，还不时帮助搬运、发放

一批批居民物资。妻子在电话里告

知，儿子甲沟炎又犯了，走路疼痛。

在家爱睡懒觉的他，现每天只睡四

五个小时，人瘦了15斤。儿子后来

在微信里也说：“现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工作，穿了防护服密不透风，常

常内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有社

区干部晕过去，醒了照样干。”我对

他讲，身体要保重，精神也要挺住，

年轻人多吃点苦没关系，这次疫情

是磨难，也是磨炼的机会。

我了解到，他最近又开始负责

为居民配药。小区中老年患慢性病

需代配药的居民较多。儿子先一一

登记好，再与志愿者赶到定点医院，

凭医保卡分别挂号、就诊、付费、取

药。按程序配药比较费时，往往要

大半天时间，有时吃饭也顾不上，有

时从上午要配到傍晚。回到社区，

就要赶紧通知居民来取药。一次，

一名居民需要的药品在一家医院配

不到，他开车多跑数十公里赶到另

一家医院，总算配到了，那位居民拿

到药品连声道谢。还有一社区老人

得病需要外出治疗，子女不在身边，

儿子闻讯及时为老人开出有关证

明，开车陪着老人去医院，帮着排队

挂号诊治。老人子女赶到医院，对

儿子很是感激，鞠躬致谢。儿子感

到，居民的热情肯定不仅是对自己

辛勤付出的真诚回报，也是做好社

区抗疫工作的精神动力。

日前，妻子在电话里告知，儿子

所在社区书记找他谈话，肯定了他

抗疫工作的表现，希望他积极争取

入党，早日递交入党申请书。我听

到这一消息很是欣慰，儿子在社区

抗疫中成长了！当即与儿子通话鼓

励他要不断进取，并说等全面解封

见面时，要犒劳犒劳，为他烧最爱吃

的糖醋排骨、煎牛排。儿子兴奋地

说：“好嘞，谢谢老爸！” 程志忠

帮忙 >>>

家人重病缠身
担忧自己无法照顾

在新民晚报“战疫 ·帮侬忙”紧急求助热线直播中，记

者电话连线了解到，顾阿姨的丈夫是“渐冻人”，长期瘫痪

在床，伴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基础疾病，今年还因脑梗

住院。儿子身体一直不好，这5年来又患上克罗恩病。作

为家里的顶梁柱，重病缠身的顾阿姨一直坚强支撑着，家

人尤其儿子是她生命中的希望。

“孩子虽然有病，但他真的很优秀，书画作品一直获

奖，还曾被送到国外展出。尽管他身体一直不太好，但

我愿意用余生去照顾他、‘修复’他、守护他。”突然间自

己断药，让顾阿姨极度无助：“我从来都不说家里的困

难，总觉得能自己挺就挺过去。但现在是真的没办法

了，如果我不吃药，病情就会恶化，万一……后面的事，

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保命药”来了
生活物资一并送到

“阿拉一定要帮帮顾阿姨！”居委会志愿者和“战疫 ·帮

侬忙”公益联盟小伙伴一同迅速开启全城搜索模式，终于

为顾阿姨找到了急需的“保命药”。

对于所有人给予自己和家人的关爱，顾阿姨在电话中

表达了深深的感激，说到动情之处，不禁连声抽泣：“在我

最艰难的时候，很多人的无私相助，给了我支撑下去的力

量。尤其是上海市残联、黄浦区残联、南京东路街道、居委

会社工，你们帮我照顾丈夫，不辞辛苦为儿子配来药物，是

你们让我有了最坚强的依靠。”

“顾阿姨，侬还有啥需要帮忙的吗？”在记者一再询问

下，“不愿麻烦别人”的顾阿姨好不容易挤出了一两句话：

“现在丈夫和儿子缺的就是营养，我又不会网购。能不能

帮我买点牛奶、鸡蛋和肉，最好能有白萝卜，至少我可以帮

儿子炖炖鱼汤。要多少钞票，我自己付！”记者连声承诺：

“阿姨，侬放心，阿拉一定帮侬送！”随后，又是在一番全城

搜索后，“战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的小伙伴将紧缺的生活

物资，送达了顾阿姨所住的小区。 本报记者 王军

求助

我今年70岁，患有乳腺癌，一直要服用化疗

药物“依西美坦片”控制病情。但由于小区封控，

再加之平时就诊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黄浦分院暂无此药，目前已断药两天。

我丈夫瘫痪在床，儿子身体也一直不好，家里就靠

我一人照料。没有了药，万一病情复发撑不住了，

那他们可怎么办啊？！

黄浦区北京西路240弄 顾阿姨

■ 从河南来沪的张女士求助：4月29日
我在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早产下一对双胞

胎。出生后，宝宝们就被转诊至上海儿童医院

泸定路院区。经20天观察，大宝出院，小宝还

需继续留观。目前，张女士和大宝已回到浦东

新区北蔡镇的家里。现在因找不到跨江车辆，

无法接回小宝，为此她很是发愁。

记者立即与北蔡镇取得联系。经沟通，居

委会不仅开具通行证明，还调配车辆送她前往

医院接回了小宝。 本报记者 徐驰
■ 市民钱女士求助：独居浦东的父亲今年

87岁，患有肠癌，一直使用帮助排泄的造口袋，

每两三天就需更换。因疫情封控，家中造口袋只

剩2个，老人每天饭不敢多吃，觉也睡不好。

记者立即向“战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发出

信息，经多方查询，在国大药房张杨路店买到

了造口袋。随后，钱女士回复，街道居委会也

提供帮助，请上海徐浦中医医院的医生上门为

老人更换了造口袋。 本报记者 王军
■ 市民朱女士求助：3岁半的孩子患有

先天性慢性肾脏病，从年初至今一直在上

海市儿童医院泸定路院区血透。由

于肾功能问题导致贫血严重，更需长期服用罗

沙司他胶囊治疗。因疫情封控，医院暂缺这款

药，目前已断药2周，通过京东平台购药，也一

直没消息。

记者迅速向“战疫-帮侬忙”公益联盟发

出求助信息，公益企业京东迅速联系协调。5

月21日朱女士称已收到京东平台送来的“救

命药”。 东方体育日报记者 梁群
■ 家住浦东新区宣桥镇的朱先生求

助：母亲今年79岁，患有脑梗，长期服用丹灯
通脑软胶囊，目前家中的

药已颗粒不存。5月8日，

他使用健康云App为母亲

配药，但一直没收到。

在记者联系后，朱先

生回复称，已收到了

母亲急需的药物。

本报记者 夏韵

帮忙 >>>

在新民晚报“战疫 ·帮侬忙”紧

急求助热线直播中，张女士表示断

药一段时间后，老人状态十分糟

糕。“她整晚整晚都睏勿着，白天还

莫名其妙大发脾气，整个人因为极

度亢奋，已经是神志不清了。”言及

此处，张女士急得已带哭音。

“救救阿婆！”——记者立刻给

“战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发出紧急

求助。公益企业百联集团旗下上海

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又接下了这

件急活。工作人员经过查点库存，

发现第一医药大华店有药，但富马

酸喹硫平片为处方药，问题又卡在

了开药配药的合规性上。经过迅速

沟通，张女士发来了母亲的就诊记

录和复诊记录，工作人员马上在线

为老人开具处方，安排快递将“救命

药”送到了老人所住的小区。

“‘帮侬忙’平台言而有信，说帮

就帮！”在次日直播中，张女士特地

在评论区留下了这样的话语。在随

后的回访中，张女士告诉记者：“这

三盒药，真是救命了！妈妈吃下去

后，当天夜里就睏了只好觉。第二

天，人立马就清醒了很多。谢谢你

们和第一医药帮了阿拉，我吊了几

天的心总算踏实了！”

本报记者 徐驰

出院宝宝顺利回家
老人“排泄”不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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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11时至5月24日11时，新民晚报
“战疫·帮侬忙”互助服务类融媒体平台共收到求
助、咨询类等诉求177件，其中紧急类诉求110

件，已推动解决88件（含“公益联盟”13件）。非
紧急类诉求也已通过相关渠道给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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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联盟 药和“口粮”全都有
癌症阿姨 又能照顾父子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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