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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为首都园林绿化人撑起“暖心伞”

职工子女患重病得到及时救助

“我的女儿如今已经脱离了生命危
险， 正在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 回首
这几年无比痛苦的带女儿治病史， 工
会的关爱在我们全家最无助时给了最
大的安慰！”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的文丽哽咽地说。

今年34岁的文丽是一名资料员 ，
在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的项目部上班， 原本， 她拥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2015年4月份， 她的
女儿出生了， 这一切让这个温馨的小
家庭更加其乐融融。

好景不长 ， 女儿一岁半的时候 ，
开始出现不爱吃饭、 不爱走路、 脸上
长皮疹、 走路老摔跤的症状， 当时觉
得可能是女儿还小的缘故， 文丽和丈
夫就没太在意 ， 到2017年3月份的时
候， 孩子发高烧， 文丽和丈夫马上送
其去了医院， 入院三天后孩子全身浮
肿不能翻身， 后期病情严重的时候不
能抬头不能吞咽……医生仔细检查后
说是重症性皮脂炎， 罕见病， 有50%的
死亡率！ 这个诊断像晴天霹雳， 让文
丽差点晕厥了过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已经花去
了文丽家里仅有的15万存款， 为了让
女儿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她和丈夫四
处向亲朋好友借钱， 来到北京医院给
女儿治疗。

经过诊断， 医院准备给文丽的女
儿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在手术前，
要先抽血采细胞， 整整采了两天， 第
二天 ， 文丽的女儿痛得昏厥了过去 ，
是急性心率衰竭！ 医生马上上呼吸机，
抢救了一周， 恢复过来后， 发现文丽
的女儿有真菌感染， 于是又做了4个月
的抗真菌感染治疗。

2017年底 ， 采完细胞终于做了造
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手术很成功， 这
让长期处于极度痛苦和绝望中的文丽
一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慰。

“在治病的过程中， 真的是非常煎
熬， 一方面是女儿还那么小， 看着她
受这种罪无比心疼， 另一方面， 就是
高昂的医疗费， 整个手术下来， 医保
报销完， 我们的自费部分都高达70多
万啊。” 文丽悲伤地对记者说。

2018年，文丽继续带着女儿到医院

进行康复治疗，就在这个时候，文丽所
在企业的工会知道了她家里的情况，专
门来看望了她和女儿，还替她申请了北
京市园林绿化行业暖心专项基金，2018
年底，文丽拿到了1万元救助金。

“这笔钱真是雪中送炭， 工会的关
爱给了我们全家继续撑下去的力量 ！
非常感谢北京园林绿化企业工会联合
会和北京园林绿化行业暖心专项基金
的帮助！” 文丽感激地说。

职工家属患病 ， 暖心基金
“施以援手”

“工会在我们全家最艰难的时候给
了莫大的支持和温暖 ， 让我万分感
激！” 北京市共青林场的林春激动地对
记者说。

今年39岁的林春有一个10岁的男
孩， 妻子在顺义燕京啤酒厂上班， 像
无数个三口之家那样 ， 平静但幸福 ，
2017年底， 妻子突然咳血， 呼吸困难，
林春吓了一跳， 马上送其上医院， 到
医院检查说是 “心脏瓣膜坏了， 肺泡
出血， 随时有生命危险”， 让林春准备
20万元的住院押金！

“那一刻， 我真的吓傻了， 我爱人
以前挺健康的 ， 怎么突然这样了呢 ？
而且20万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 怎
么办？ 六神无主， 害怕妻子担心， 还
不能告诉她病情真相， 孩子又小， 沉
重的负担压在我心头啊！” 回忆当时的
情景， 林春依然有痛苦的神情。

因为照顾妻子 ， 林春就请假了 ，
这时候公司工会得知了他家的情况 ，

第一时间来医院看望他和妻子， 并告
诉他： 有难事了找工会！ 这给手足无
措的林春打了一剂 “强心针”， 他终于
不再无助和绝望了， 因为他背后有工
会组织的关爱。

2018年1月中旬， 林春的爱人做了
心脏手术， 手术很成功！ 不过两个多
月的治疗下来， 光医药费的自费部分，
就有10多万元， 这时候， 林春所在的
公司工会为其申请了北京市园林绿化
行业暖心专项基金， 在2018年6月份，
林春收到了6000元的救助金。

“公司的侯雅芹主席还叮嘱我， 要
让爱人注意休养， 不要累着， 这让我
们一家特别温暖， 在危急时刻， 我知
道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工会的暖心
基金在我一家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援
助之手， 让人感动啊！” 林春激动地告
诉记者。

如今妻子还在康复休养中 ， 恢复
得越来越好， 而林春也以饱满的精神
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 他说： 公司对
他们一家的关爱让他很感动， 他只能
更加努力工作， 回报公司的厚爱！

园林暖心基金解了职工燃眉之急

“感谢工会， 感谢北京市园林绿化
行业暖心专项基金， 在我患病时给了
我救助， 给了我关爱！” 李园感激地对
记者说。

今年50岁的李园在北京市西山试
验林厂做司机， 她的爸爸患有脑血栓，
生活不能自理， 丈夫打临工， 儿子上
大学， 一家的日子紧巴巴还过得去。

2017年9月份， 李园参加公司组织
的员工体检， 查出是宫颈癌！

“这年头都是谈 ‘癌’ 色变啊， 当
时我差点被吓蒙了， 我往常的身体一
向健康 ， 怎么会这样呢 ？ 竟然是宫
颈癌， 太可怕了。” 李园回忆当时的心
情。

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态， 李园赶紧
到医院深入检查， 最终诊证是宫颈癌，
她马上住了院， 并于2017年10月中旬
做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

“除了医保报销的， 医药费自付部
分有4万多元吧， 这对我家来说， 是一
笔非常大的开支了 ， 就在这个时候 ，
工会帮我申请了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
暖心专项基金， 救助金拿到了1万元，
这笔钱 ， 对我来说 ， 解了燃眉之急
啊！” 李园激动地说。

2018年7月份， 李园的母亲又检查
出结肠癌晚期， 在照顾父亲之外， 李
园又开始忙前忙后照顾母亲。

“我这次患病对我启发很大， 工会
的侯雅芹主席来看我时劝我要保持好
的心态， 想想我以前脾气确实太急躁
了， 生活虽然艰难， 但是有工会组织
的关爱 ， 我们依然可以努力 、 认真 、
乐观地尽最大努力去生活、 工作， 享
受每一天的阳光， 每一天的美好！”

如今李园逢人就说北京市园林绿
化行业暖心专项基金帮了她家的大忙，
她说， 这一支专项基金， 为首都园林
绿化人筑起了抵御风险的坚固屏障 ，
是首都园林人的福音！

（文中除侯雅芹外皆为化名）

———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暖心专项基金救助故事纪实

意外无情， 人间有爱。 2017年5月， 在北京市服务工会、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支持
下，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工会和北京市园林绿化企业工会联合会联合的79家爱心企业
共同发起设立了一支爱心专项基金； 这支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园林绿化行业职工及其
家庭成员重大疾病医疗和因突发事件或意外灾害造成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 先后有
120多家园林绿化企事业单位及5000多名职工参加爱心捐款， 共收到捐款130余万元。
截至目前， 这支暖心专项基金先后救助帮扶25个单位的40名职工， 发放救助金26.9万
元， 这支基金就是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暖心专项基金。 对于救助的每一位职工， 北
京市园林绿化企业工会联合会主席侯雅芹都亲自带队把关爱送到救助对象的身边，
暖心专项基金被职工亲切的称为 “暖心伞”， 侯主席也被职工亲切地称为 “暖心的娘
家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