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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病逝，债务难还，
丧失劳动能力的爸爸的小心愿：
2018年8月

10日
星期五

给儿子买几件宽松衣服
晚报讯 七夕将至， 许多情侣已经
开始计划着如何过一个甜蜜的节日，但
对于魏先生来说， 这却是个让人伤心的
日子，“他的妻子两个月前刚刚去世，他
自己身体也不好， 待会儿我们尽量别刺
激他。”8日上午，在去魏先生家拜访的路
上，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提醒道。
魏先生家住在前进东路上的一个老
居民楼里，楼道狭窄，墙面斑驳。 敲开魏
先生家的门， 一眼就能看到全部内
容——
—靠近门口处摆着桌子和几张凳
子，屋子中间是一张大床，床边的衣柜门
摇摇欲坠。再往里，就只有一间小小的厨
房和后阳台了。
得知记者来意后， 魏先生先是静默
了一会儿， 然后才慢慢讲述起自己家庭
的经历。
“
我们家的变故是从2012年开始的。
有一次和医院的人吃饭， 无意中提到我
妻子身体不好，人家免费给她做了检查，
结果是乳腺癌晚期。后来做了切除手术，
然后又化疗。 ”魏先生说，自己家里的积
蓄本来就不多，化疗做到第五个疗程后，
已经完全没钱了，只能放弃，靠其他药物
来维持。
后来的几年里，虽然欠了些债务，但
魏先生妻子的病情没有恶化， 日子还能
凑合过。直到2016年底，因为受凉得了肺
炎，魏先生妻子的身体突然不行了。更加

雪上加霜的是， 魏先生自己也在那段时
间里失去了健康，“我突发心肌梗塞，被
送去医院的时候，我妻子在12楼住院，我
在6楼抢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绝望。 本
来我还能打点零工，补贴一些家用。但自
那以后我就失去劳动能力了， 只能靠借
债维生。 到今年6月我妻子去世时，已经
欠下四五十万元债了。 ”
提起自己15岁的儿子， 魏先生更是
难过，“
最对不起的就是小孩， 这一年多
的时间里，几乎就没吃过一顿正经饭，天
天都往医院跑……”魏先生说，儿子本来
成绩很好，因为家庭变故，耽误了学习，
今年刚刚初中毕业， 只考进一所本地的
职高。“中考后没几天，他妈妈就去世了，
小孩儿和我睡一张床，半夜老是哭醒，说
梦见妈妈了。我嘴上安慰他，但自己心里
一样难过。”说完，魏先生低下头，许久不
再吭声。
当记者问起魏先生家里是否需要添
置一些日用品时， 他摆摆手说：“现在我
家没什么开销了， 靠一千多块的低保生
活，心满意足。 ”魏先生再三推辞，最后，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劝说下， 他表示孩子
就要开学了， 可以给他买几件新衣服：
“
孩子一米八，体重120斤，如果要买衣服
的话， 最好是宽松一点的， 就算长个子
快，也能多穿两年。 ”
■社区记者 朱昭卓

女儿自闭走丢，丈夫患病去世，
儿子深受打击，可怜的妈妈王永清：

谁能帮我的孩子阳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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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如果一年前丈夫没有生病
去世，如今，王永清（化名）应该还在服装
店里做销售，和丈夫排好班接送孩子上
学，每月还着两千块钱的房贷，日子不宽
裕，但充满希望，“现在，一个家就我一人
顶着。 ”说着，王永清流下了泪。
几年前，王永清家三十多平的老房
子拆迁，她和丈夫拿着拆迁补偿款，又贷
了一部分钱，在信达名府小区买了一套
房。 去年年初，搬进新房子后，丈夫被查
出了癌症。“
在新房子里住了半年，他就
走了。 ”王永清流着泪说，丈夫走后，留
下了她和儿子。 因为服装店的工作忙，
顾不上接送孩子上学，王永清不得不辞
了工作，干起了环卫工。 除了每月两千
元的房贷，还要供孩子上学，每月1700元
的工资根本不够周转。怎么办？只好周末
找钟点工，晚上在各个小区拾荒，“想法
子赚钱填窟窿，一天天地过着。 ”王永清
说。
这一年来，王永清也曾想换个挣钱
多的工作，但这样的工作一般要求工作
时间比较长，她又放心不下9岁的儿子。
对儿子的患得患失，源于王永清曾
有过的一段痛苦过往。
21年前，王永清和丈夫结婚，婚后第
二年生下一个女儿。随着女儿慢慢长大，

发现她不会说话，也不与人交流，医院确
诊为先天性自闭症。 王永清和丈夫天南
海北求医，原本就不殷实的家底被掏空。
2006年的一天，丈夫带女儿去南京看病，
回家的路上女儿走丢了， 伤心欲绝的王
永清和丈夫找了两年也没找回来。 一年
后，儿子诞生，饱尝失女之痛的王永清和
丈夫对儿子格外呵护。 丈夫患病期间，一
度放弃治疗，趁着王永清上班时，偷偷用
看病剩下的钱为儿子的房间装了空调，
“
他说儿子学习要有好环境。 临终时，他
嘱咐我一定要照顾好儿子……” 话没说
完，王永清的泪又在眼眶里打转。
丈夫去世一年多， 原本活泼可爱的
儿子也像变了一个人， 经常把自己关在
房间里，拿着书发呆，也不怎么笑，“他爸
爸去世对他打击很大，我没什么文化，不
知道怎么去安慰、开导他。 ”王永清说，自
己曾尝试着带他一起出门， 但他都不愿
意，“这一年多，因为没钱，我没给他买过
新衣服，也没给他报辅导班。 如果有老师
愿意假期接受他，教他知识，鼓励他走出
家门， 让他阳光起来， 那我真的感激不
尽。 ”王永清说。
如果您愿意帮助这对生活艰辛的母
子，请打电话13655232206与记者联系。
■社区记者 伍树燕 通讯员 黄阳

淮阴区城中花园张先生：

墙壁渗水 竟是太阳能的错
晚报讯 6日下午， 家住淮阴
区城中花园小区的张先生来电反
映，自家卫生间的墙壁突然出现了
大面积的渗水，向物业投诉后一直
得不到妥善解决。
7日上午，记者来到张先生家，
看到墙壁的确有渗水，“已经有一
段时间了，我一直没重视，还以为
是夏天潮气重。 没想到越来越严
重。”张先生说，自己向物业反映过
问题， 但物业只是记录了一下，并
没有上门检查。
当日下午，记者来到该小区物
业办公室。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
为张先生家拖欠着物业费，所以物
业没有及时上门。 随后，在记者的
劝说下，张先生答应尽快缴纳物业
费，而物业也立刻安排维修工前往

现场检查。
据维修师傅介绍，墙壁渗水的
原因是通风管道进了水。 进一步检
查发现， 原来是楼上一家住户，把
太阳能排水管接入了通风管道。
8日下午， 张先生在电话里告
诉记者，违规安装的太阳能已经被
暂停使用， 通风管道也恢复正常
了，“楼上的住户已经道歉了，也答
应给我家赔偿修墙的费用！ ”
据了解，太阳能热水器管道的
安装根据小区结构不同有不同的
设计，一般都会选择通过外墙接入
居民家的卫生间。 如果接入通风管
道，一不利于维修，二容易造成漏
水、渗水等安全隐患，所以居民安
装时， 应该先与小区物业沟通，切
勿私自动工。 ■社区记者 朱昭卓

开发区学府69街：

门面房的污水朝小区里排
晚报讯 淮安经济技
术开发区正大路学府69街
小区一居民反映： 位于小
区南大门西侧的1号楼1层
有一排小饭店， 经营时产
生的污水长期外溢到小区
里， 对小区环境卫生造成
很大影响。
记者8日中午到达该
小区， 发现居民所反映的
问题地点属于1号楼的临
街门面，但几乎每个饭店面向小区
的后门都开着。 透过后门，可以看
到几家饭店的大厨正在炒菜，确实
存在居民反映的污水横溢现象。
记者随后在小区物业了解到，
之所以会有饭店污水流入小区内
的问题，是因为这些店家私自将经
营时产生的污水排入小区内的雨

污管道。“其实这些饭店临街的那
面是有专门的排污管道的，可有不
少经营户随意排污，造成小区内雨
污管道堵塞、脏水到处淌。 ”物业工
作人员称，他们曾经联合枚乘路办
事处一起执法制止，“但是没什么
用，人家照样我行我素。 ”
■社区记者 潘晓晔

清江浦区盛世名门：

好好的睡莲怎么说拔就拔？
晚报讯 清江 浦 区
盛世名门小区某业主反
映：小区物业前段时间清
理水池，将水中开得好好
的睡莲都拨了，“实在太
可惜，如果是清理，为什
么睡莲都拨了水葫芦这
些有害水生物还在？ ”
记者8号来到该小区，从小区
南门进入， 只见水景河道一片开
阔，几乎看不见什么水生植物。
在小区物业办公室记者向值
班人员询问情况，值班人员称：前
段时间的确对水景里的水生植物
进行了清理， 那是因为部分居民
反映由于水生植物快速繁殖，造

成水质变差变臭， 水里的鱼大量
死亡。
“大热的天我们容易吗？ ”一
位物业工作人员卷起裤腿让记者
看他腿上的红点，“都是被水里的
虫子咬的。 ”这位工作人员称。
■社区记者 潘晓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