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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市快讯

困境儿童是儿童中特殊的群
体，更加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及全
社会予以特别的关爱和保护。近
年来，民政部多次出台文件引导
鼓励慈善力量参与困境儿童救
助。

我市引入社会慈善力量启动
的“困境儿童医疗保障计划”，由
苏州市慈善总会联合平安健康险
开展，为全市符合条件的困境儿
童免费提供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内容包括意外伤害保障、重大疾
病以及意外医疗、住院医疗、意外
身故/伤残等。每人每年保费为
275元，每人每年保额为 35.3万
元。

周女士的女儿晓青（化名）今
年7岁，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却被
一场疾病残酷地打破。因为身患
髓母细胞瘤，晓青从今年 1月至 5
月已住院四次，并且因病情反复
无常，至今仍在住院治疗中。周
女士说，晓青每次住院费用 4000
元左右，加上每周至少三次的门
诊化疗费用 1.4万余元，对于普通
工薪阶层来说，已是不堪重负。

“我们是不幸的却又是幸运
的，因为有社会的关注和关爱。”
周女士说，市慈善总会“困境儿童
医疗保障计划”项目，为困境儿童
购买慈善保险，给他们这样陷入
困境的家庭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周女士介绍说，整个理赔过
程既快又顺利，5月 25日她将 100
多张总金额是 26548.94元的发票
和病历资料邮寄给保险公司，6月
5日就收到了 12305.53元的理赔
款。这笔款项如同雪中送炭，给
他们家高昂的医疗费用支出减轻
了不少负担，更让他们有了拨云
见日的希望。

“慈善为社会，爱心永流传。”
周女士送上的锦旗上这样写道。
周女士说，市慈善总会发起的慈
善保险行动，让他们这些困难家
庭有了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
对此送上最真挚的谢意。

为困境儿童撑起医疗保障保护伞

“困难总归有的，但街道、社
区都很关心我，现在还多了一份
慈善的帮扶，相信我的生活会慢
慢好起来的。”今年春节后，家住
吴中区香山街道的周水法收到了
2000元的慈善帮扶金。

今年75岁的周水法是低保边
缘特扶家庭。自从 2002年，妻子
和女儿相继因罹患尿毒症去世
后，周水法遭受了巨大打击，身体
也大不如前了。就在几年前，周
水法也因疾病接受了四次手术治
疗，生活过得艰难。

妻子和女儿离世后，孙子成
为支撑周水法生活的最大动力。
可就在今年，周水法 21岁的孙子
被查出罹患尿毒症晚期，每周三
次的透析治疗，又是一笔经济负

担。
像周水法这样的困难失独家

庭，可以得到“关爱计生特扶困难
家庭”慈善项目的精准帮扶。市
慈善总会联合市卫健委、市计划
生育协会开展的“关爱计生特扶
困难家庭”慈善项目，对苏州市吴
中区、相城区、姑苏区、苏州工业
园区、苏州高新区等五个城区年
满49周岁，当年为低保、低保边缘
的家庭或是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
象本人当年罹患重大疾病（参照
苏州市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住
院护工服务保险中 44种重大疾
病），且当年度本人医保内产生的
个人现金结付费用超过2万元（含
2万元）的家庭进行救助。

2019年“关爱计生特扶困难

家庭”慈善项目，出资44万元对我
市五个城区的 161户困难失独家
庭实施了帮扶救助。2020年出资
176万余元对 183户符合条件的
困难失独家庭实施帮扶，在增量
扩面的基础上，今年苏州市慈善
总会又对该项目进一步拓展延
伸，开展“计生特扶困难对象重疾
保险项目”，支出 119万元为全市
1987名计生特扶困难对象购买疾
病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
保险；开展“计生特扶家庭心理健
康援助项目”，进行一对一心理咨
询与辅导。对计生特扶困难家庭
构建起集事前防范、事中救助、事
后疏导于一体的慈善帮扶体系，
助力计生特扶困难家庭走出困
境。

为困难失独家庭构建防范救助疏导的帮扶体系

从吊顶到墙壁、地面上的瓷
砖，从吸油烟机到抽水马桶，全都
焕然一新，这是低保边缘重病困
难对象朱林才家装修改造后的一
番景象。

今年 60岁的朱林才 7岁时患
上了小儿麻痹症，导致行走困难，
是苏州第一批持证残疾人，被认
定是 2级肢体残疾。至今未婚的

朱林才与88岁的老父亲住在
一起，家里没有卫生间，整

体设施陈旧，生活很不
方便，但碍于经济困

难，他的装修梦一
再搁浅。在了

解到朱林才
的 情 况

后 ，
“特

困重度残疾人家庭亮居工程”项
目组帮助朱林才改善住房条件，
为其免费装修厨房和卫生间，改
造无障碍设施。

苏州有近 14万名残疾人，作
为社会大家庭中的弱势群体，他
们是慈善工作关注的重点人群。
从 2018年起，市慈善总会与市残
联共同发起了“特困重度残疾人
家庭亮居工程”，为特困重度残疾
人家庭改造无障碍设施，消除水
电气等安全隐患，为他们的生活
带去了希望。截至 2019年底，已
惠及 231户家庭，改造费用近 350
万，今年还将新增63户家庭。

“这么多年，没有卫生间，没
有热水器，洗澡、上厕所很不方
便。楼梯也没有扶手，我上下楼
非常困难，好几次从楼梯上摔了
下来。”朱林才说，亮居工程不但
改善了包括他在内的困难残疾人

的家居环境，更是点亮了他们幸
福生活的希望。

因为慈善帮扶而燃起生活希
冀的还有重病困难职工施美雷。
今年46岁的施美雷是苏州高中压
阀门厂有限公司职工，去年10月，
她被确认乳腺癌，目前已完成8个
疗程的化疗，自负医药费已有数
万元。病休在家，还要供养一个
正读大专的儿子，施美雷承受着
很大的经济压力。

在了解到施美雷的情况后，
“关爱重病困难职工”项目对她伸
出了援手。由市慈善总会和市总
工会共同出资开展的“关爱重病
困难职工”项目，主要对苏州市本
级、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
高新区范围内因病致贫的重病职
工进行帮扶，对符合救助条件的
职工年度给予一次性4000元帮扶
金。

为重疾重残困难对象带去生活希望

苏报讯（通讯员 井维娥）近日，
在张家港市慈善总会服务大厅，各
个区镇工作人员陆续前来领取赠给
全市困难群众的爱心头盔。

根据公安部交管局部署在全国
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的新
要求，驾乘电动车时需要戴安全头
盔。张家港市慈善总会精准救助，

为全市困难家庭（低保、低边、低收
入、散居孤儿、分散特困、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采购了一批安全头盔，其
中还包括一批儿童头盔。

此次安全头盔总计发放 4290
个，目前由各区镇正紧张发放到个
人手中，确保每一名困难群众都能
有盔可戴，平安出行。

张 家 港 市 : 向困难群众发放头盔

苏报讯（通讯员 李钊）日前，吴
江区慈善总会召开五届四次理事
会，总结2019年区慈善总会工作情
况，研究部署2020年重点工作。

2019年吴江区慈善总会（基金
会）全年募集资金8411.06万元。按
照“扶贫济困、见难相助、帮助弱势
群体解决困难”的宗旨，集中力量做
好慈善大病救助、“手拉手·送温暖”
慈善救助、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
慈善助学、“双特”医疗再救助等慈

善项目，全年累计支出 6001.95万
元。

会议要求，吴江区慈善总会（基
金会）要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完善
工作制度、着眼突出问题、弘扬慈善
文化，要抓住当前发展慈善事业的
大好机遇，讲好慈善故事，凝聚慈善
共识。会议还增补了吴江区民政局
党委书记、局长蔡薇为苏州市吴江
区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

吴 江 区 ：慈善总会召开五届四次理事会

苏报讯（通讯员 莫瑞华）由苏
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和苏州工业
园区慈善总会主办的困境儿童主题
关爱活动于近日在景城邻里中心举
行，50名小朋友参与活动。

现场，相关工作人员为家长和
小朋友们科普了垃圾分类的相关知
识，安排了“巧手童心梦、绿色畅想”
等主题游戏和问答互动环节，小朋
友们在家长的带领下组建“垃圾分
类小分队”逐一闯关，并最终获得
“环保小卫士”勋章，倡导“绿色环
保 低碳生活”的环保理念同时更促

进了困境儿童的社会融入。
为进一步加强对困境儿童的关

爱和帮扶，困境儿童健康成长“五个
一”系列行动正在陆续开展，此次儿
童关爱主题活动也是系列行动的一
部分。“五个一”关爱系列行动，即：
准备一份童趣礼物、开展一次主题
活动、进行一次入户走访、体验一次
传统文化、举办一系列读书分享
会”，通过形式多样的关爱行动，深
入了解困境儿童家庭日常学习生活
情况，帮助他们更为健康、快乐的成
长生活。

园 区 ：开展关爱困境儿童“五个一”活动

苏报讯（通讯员 王蕾）近日，由
高新区经发委倡议发起，与高新区
慈善基金会共同合作设立的“铜仁
市万山区扶贫基金”持续发力，总投
入约80万元的“移动公共文化数字
空间建设项目”，在铜仁市万山区丹
都街道旺家社区正式动工，着力提
升当地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的内生动
力。

移动公共文化数字空间建设项
目，占地面积约50平方米，建筑面积
约100平方米，是一个可拆卸移动的

文化空间，集公共文化、科技普及、
数字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空间内设
置了亲子阅读、地方文化展示、儿童
科普体验、数字文化体验、远程教
学、公共志愿服务等多个功能模块。

据了解，铜仁有大量的留守儿
童，图书资源相对有限，难以满足日
常阅读需求。“文化方舱”为周边群
众提供了一个舒适的阅读环境以及
补充知识的渠道，特别是满足铜仁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各类阅读需
求。

高 新 区 ：援建铜仁首个社区“文化方舱”

苏报讯（通讯员 张晓斌）日前，
常熟市慈善总会举行龙腾公共卫生
关爱基金援鄂战“疫”纪念章颁发仪
式，现场为常熟市43名援鄂医护人
员颁发了援鄂“抗疫纪念金章”，以
表达崇高敬意。

该金章由常熟市慈善总会——
龙腾公共卫生关爱基金出资定制。
常熟市 43名医护人员在祖国最需
要的时候，挺身而出，逆行出征，驰
援湖北，连续奋战50余天。他们所
在的病区抢救成功率为 91.1%，救
治率在整个院区名列前茅。抗疫期

间，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出
资 100万元，在市慈善总会（基金
会）设立了“龙腾公共卫生关爱基
金”，用于资助、慰问援湖北抗击疫
情的全体医护人员及其家庭。此
前，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已
从“龙腾公共卫生关爱基金”中先后
拿出34.4万元慰问本市驰援湖北的
43名医护人员，为他们送去每人
8000元慰问金；拿出 12.9万元，慰
问本市驰援湖北的 43名医护人员
的家庭，每户送上3000元慰问金。

常 熟 市 ：向援鄂医护人员颁发纪念章

苏报讯（通讯员 徐凌之）日前，
阿图什市昆山育才学校三年级的学
生谢比乃·吐尔洪江收到了一份特
殊的礼物——由昆山市慈善总会璟
扬爱慈善基金，昆山第四批援疆工
作组，第三、第四批阿图什市昆山育
才学校支教教师等共同募集的11.8
万余元爱心捐款。

谢比乃·吐尔洪江今年 10岁，
是个可爱懂事的小女孩。5月 19
日，谢比乃·吐尔洪江出现头晕、呕
吐等症状，经过检查，确诊为急性白

血病，急需治疗，预计治疗时长达两
年半，医疗费用约50万元。家庭条
件本就不富裕的一家，面临高额医
药费支出，家庭的生活压力陡然增
大。多方爱心力量的捐助给了他们
战胜病魔的信心与勇气。尤其是昆
山中扬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文冠得知情况后，从设在昆山市慈
善总会的璟扬爱慈善基金中拿出
10万元，定向资助谢比乃小朋友，
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诠释大爱情
怀。

昆 山 市 ： 为新疆白血病患儿捐款

顾刘成，1987年出生，江苏盐
城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现任江
苏梦嘉集团董事长。2017年，在央
视举办的中国新媒体大会上被评
为年度风云人物。2018年入选苏
州工业园区第十二届科技领军人
才。积极参与各类慈善公益活动，
展现社会担当，累计已捐赠善款
400万元。

2011年，大学毕业后，顾刘成
考入广西柳州市委组织部工作，当
时被委派到柳江县穿山镇，镇里有
个贫困村叫林寺村，当地群众主要
的收入来源是种植百香果和葡萄，
因为销售不及时，农民损失惨重。
“我就想着有没有什么解决信息闭
塞的办法，因为之前学的是软件工
程，又接触过一些社交网络服务的
东西，就尝试着通过网络把这些水
果卖到全国各地”，顾刘成说，为此

他开始钻研自媒体营销，后来恰逢
微信爆发的红利期，虽然水果没卖
成，但赶上了自媒体内容创业的风
口，就辞职跟几个当地的老乡一起
创业了。

2015年，顾刘成创办了苏州梦
嘉传媒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主营微
信自媒体的内容营销公司，拥有自
营媒体账号 4000多个。在企业自
身发展的同时，顾刘成带领梦嘉传
媒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2017年，
顾刘成向母校盐城中学捐赠120万
元设立“梦嘉奖学金”，以鼓励学弟
学妹努力学习，报效祖国。顾刘成
说，盐城中学的三年学习生活对他
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作为一个农村
的孩子，如果当初没有母校的资助
和关爱，很难完成学业，更别提后
面的大学和创业。

原来，当年因为家境贫困，顾

刘成在校园里找了三份兼职，有一
份是早上去小卖部卖早餐的兼
职。因为需要早起，所以早读课会
特别困。班主任董军发现后，向时
任年级主任兼政教处主任李生做
了汇报，后来不仅减免了顾刘成的
学费、住宿费，还安排他在一食堂
免费吃饭。高考前，英语老师陈巍
专门为顾刘成买了一套新衣服，鼓
励他考出好成绩。高考结束后，时
任校团委书记周文峰帮助他申请
了大学新生入学奖学金，当年
冬天还给他寄了一件羊毛衫
和厚外套。

“那些衣服穿在身上，心
里特别温暖。”顾刘成说。现
在自己创业做出一点成绩，希
望回报母校，帮助有需要的师
弟师妹，接受良好的教育，以
实现人生的抱负。

2018年，顾刘成在苏州市慈善
总会设立“梦嘉爱心圆梦慈善基
金”，并在 2018年苏州市第十七届
“同在蓝天下·慈善一日捐”活动中
向苏州市慈善总会认捐 1000万元
善款，用于扶贫济困。2019年6月，
从“梦嘉爱心圆梦慈善基金”中，向
重庆大学捐赠100万元，成立“梦嘉
奖助学金”。顾刘成表示，他希望
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他
人，给更多人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顾刘成：“80后”董事长热心慈善捐资助学
□苏报通讯员 苏 慈

6 月 12 日，苏州市
慈善总会收到了由平安
健康险苏州分公司转交
的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
信，送上这份感谢的周
女士是一位困境儿童的
母亲。她的女儿因纳入

“困境儿童医疗保障计
划”项目，已于近日获得
了1.2万余元的理赔款，
这也是“困境儿童医疗
保障计划”项目在全市
第一例出险理赔的困境
儿童。

今年1月1日“困境
儿童医疗保障计划”项
目启动以来，市慈善总
会已投入97万余元为全
市3553名困境儿童送上
健康风险保障，也为困
境儿童的家庭撑起了保
护伞。

聚焦“帮特困、扶贫
弱、助急难、补短板”，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
年，市慈善总会坚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
指示，探索慈善精准扶
贫新路径，打造新亮点，
实现新突破。今年以
来，已启动实施“困境儿
童医疗保障计划”“关
爱计生特扶困难家庭”

“特困重度残疾人家庭
亮居工程”“关爱重病
困难职工”等一批帮特
困项目，逐步构建完善
涵盖各类困难群体的分
层梯度救助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