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年来的成绩：
救助811人次，发放894.91万元

“提起工会， 提起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我
们全家都是满满的感激啊！” 来自昌平的环卫工人张
平激动地说。

2010年11月， 由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市市政市容
管委、 东城区人民政府发起， 联合首发集团、 环卫集
团、 大爱乾坤集团等多家爱心企业捐资设立了 “时传
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 用于北京市环卫工人及
其家庭成员重大疾病医疗和因突发事件或意外灾害造
成生活困难的临时应急救助。

今年57岁的张平是昌平环卫中心的一名司机， 他
年轻的时候在不上班时爱喝酒 ， 前几年查出有酒精
肝， 就不喝了。 去年7月份， 在上班期间， 张平去厕
所解手， 突然觉得脑瓜子晕， 马上就有一口血从嘴里
喷了出来！ 到医院检查， 他也没觉得是多大的病， 结
果做了胃镜， 医生告诉他很危险， 得马上转院， 到北
京地坛医院确诊是重度肝硬化！

“我当时头 ‘轰’ 的一声， 竟然这么严重， 我老
伴也吓了一跳， 我马上就住院开始治疗了。” 张平告
诉记者。 随后过了一段时间平稳出院了， 张平还需要
定期到医院复查， 去年12月， 张平和老伴到昌平中医
院拿药， 他在椅子上坐着， 老伴在排着长队。

“我听到他急促唤我， 扭头的瞬间， 就听到 ‘哐
当’ 一声， 他倒在椅子边， 跑过去， 发现他边上有一
滩血， 还磕掉了三颗牙， 我脑瓜子一片混乱， 怕他出
危险， 赶紧给闺女打电话： ‘你爸又吐血了， 赶紧来
医院！’ 随后叫救护车送他到了地坛医院进行急救！”
张平的老伴告诉记者。 随后医院给出最佳治疗方案是
建议换肝， 鉴于巨额费用，张平选择了保守治疗，很快
脱离了生命危险。 到春节时， 自付的医药费已经达到
了14万多元， 这笔钱对张平这个普通家庭来说， 是笔
巨款， 他每月工资不高， 老伴务农没工作， 做社工的
女儿工资也不高， 对于接下来治疗所需要的费用， 一
家人陷入了困顿。

“这时候单位出面， 替我申请了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基金救助， 今年6月份， 我拿到了5万元救助， 这
么一笔巨款啊， 想想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医药费有
了 ， 我心里乐开了花儿 ， 老伴知道后 ， 也很高兴 。”
张平激动地告诉记者。

今年4月和10月， 张平做了两次复查， 情况很稳
定 ， 虽然还需要吃药 ， 但他的心态很平静 ， 他说 ：
“有工会这么暖心的关爱，我可以安心做好康复了。 ”

据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时传祥环卫工
人专项温暖基金救助力度大， 覆盖范围广， 救助对象

不受合同性质、 工种类型、 户籍归属地的限制。 环卫
职工本人患大病、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患大病、 因遭受
意外灾害等情况导致临时困难等等情况， 均可获得专
项基金的救助。

今年55岁的江勇是2010年最早一批受助的环卫工
人。 他在上学时曾被车撞， 做过手术， 昏迷了21天才
醒， 成年后腿有点瘸。 江勇之后成为朝阳的一名环卫
工人， 他清扫马路， 娶妻生子。 妻子也干保洁， 儿子
周末从学校骑车回家， 被醉酒司机撞残了， 几次给孩
子看病， 家里经济更趋困难； 2010年江勇骨质增生压
迫四肢神经， 导致走不了路， 拿不了东西， 做手术花
了近10万元， 妻子着急之下也病倒了， 到医院查出有
子宫肌瘤， 借钱做完手术， 全家几乎穷得吃不上饭。

“那时候特别绝望， 想哭都没泪， 没活下去的勇
气， 没想到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救助了我5万元，
那真的是救命钱！ 我有了生的动力，现在老伴和儿子都
工作着， 日子好多了。” 说到过往， 江勇语气哽咽了。

像这样感人的救助故事， 还有很多。 环卫工人患
大病， 最高可获5万元救助， 已有46人获得最高额救
助； 环卫工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患大病， 最高可获3万
元救助， 已累计有30人获得此类最高额救助； 遭受意
外灾害可获5000—10000元救助， 已有15人获得此类最
高额救助。 在工作岗位上因突发疾病和意外灾害导致
死亡的， 可一次性获得5万元救助； 对一些家庭生活
实在困难又不在专项基金救助范围之内的环卫职工，
经专项基金项目执行组讨论同意后可按特殊情况给予
救助。 9年来， 已救助困难环卫工人811人次， 发放救
助金894.91万元。

2011年11月16日，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
在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委托搜狐网进行的2011年
度 “彩虹心” 慈善公益明星项目网络评选活动中获得
第一名； 基金项目组长项新波获得 “彩虹心” 慈善公
益明星 （优秀） 个人网络投票第一名。

奉献爱的人：
要让环卫工在愁容满面时得到安慰

据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时传祥环卫工
人专项温暖基金的资金来源社会化程度很高， 共收到
12个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款669.41万元， 其中项新
波以大爱乾坤、 新波环保、 德州置业、 烟台海德等企
业名义多次进行大额捐赠。

民营企业家项新波在2010年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
基金设立时一次性拿出300万元，捐给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温暖基金，是个人捐款最大的一笔。 后来他当选为
“时传祥专项基金”项目组的组长，凡是单人超过一万
元的救助金， 项新波和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都会一起送到环卫工人手上。
“他们把干净和整洁给了城市， 却把脏乱臭留给

了自己！” 说起环卫工人， 项新波明亮的眼眸闪过了
一丝沉重。

项新波至今还记得把5万元救助金放到刘兴父亲手
上时， 对方感激的神情。 刘兴是北京环卫集团下属京
环资源公司职员， 主要负责垃圾资源回收利用， 老家
在辽宁本溪。 2014年11月30日， 他突然发起高烧， 到
医院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极重型）、 低增生性骨
髓异常性综合症。 其父下岗多年， 其母为小学老师，
医药费已经花费了100多万元。 为了看病， 父母把老家
的房子卖掉， 还向周围的亲戚借了不少钱。 此时， 时
传祥环卫基金决定救助他5万元。

“环卫工人生活本来就不容易， 一旦患了大病，
真的很绝望， 我献了一份爱心， 让他们在愁容满面时
得到一丝安慰， 我很欣慰啊！” 像刘兴这样患大病的
环卫工人， 这些年， 项新波见了几百个。 近几年， 他
又陆续捐了上百万元， 目前已累计为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温暖基金捐款500多万元。

“环卫温暖基金救助了不少工友， 我们能捐点儿
就捐点儿， 这样大家一起努力， 谁遇到难处了大家伙
也算出了份力！” 海淀环卫工人李师傅憨厚地笑着对
记者说， 在近日市温暖基金会发起的 “一元捐 （十元
捐）” 活动中， 李师傅捐了100元。

“这两年我们已经参与了4次这样的捐款活动了，
大家都非常踊跃， 有的捐10元、 20元， 像张师傅这样
捐50元、 100元的也有， 大家就觉得要献份爱心， 互帮
互助。” 海淀环卫中心刘莹对记者说， 就在10月底， 她
刚将海淀近3000名环卫工人捐的3.2万元送到北京市温
暖基金会。

2019年元旦、 春节、 “五一” “9·9公益日” 等时
间节点，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面向全社会发起 “一元捐
（十元捐 ）” 倡议 ， 为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
金” 募集社会爱心资金。 募资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市各
区8万名爱心职工捐款近90万元， 这里面， 饱含着环卫
工人互帮互助的浓烈友爱。 无论是爱心人士、 爱心企
业捐款， 还是环卫工人的 “一元捐 （十元捐）” 活动，
都成为爱的洋流 ， 汇聚到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里， 为患重病的环卫工人筑起一道爱的屏障。

受助者故事：
“我最难时基金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由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两次给予救助的这6
万元钱， 真是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 给了我们坚持活
下去的动力！ ”回首丈夫患病这艰难的4年零4个月，吴
英哽咽了。

今年49岁的吴英是延庆环卫中心清运队的一名环
卫工人， 一家三口过着平静却幸福的日子， 这一切在
2015年7月20日被彻底打破。

其实在这之前， 吴英的爱人就经常头疼， 他一直
琢磨着等冬天不忙时去医院瞧瞧， 7月20日， 一阵剧烈
的疼痛紧紧 “控制” 了他， 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法从沙
发上站起来， 吴英立刻叫救护车送丈夫去了医院。

到医院检查后 ， 医生告诉她 ： 她爱人大脑出血
了， 情况危急， 需要立刻住院！

吴英整个人懵了， 陷入了悲痛之中， 告诉医生：
“您一定想办法救他！”

高额的医药费像巨石， 重重压在吴英心上， 每天
要担心丈夫的病情，要想办法筹集医药费，还得上班，
吴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的。

“我记得很清楚， 到当年的11月30日时， 自费部
分就花了30多万了， 真是愁啊愁， 只能跟周围的亲朋
好友借。” 吴英眼圈再一次红了。

让吴英更忧心的是丈夫脑出血后众多的后遗症：
脑积液、 胰腺炎、 癫痫、 肌肉痉挛……加上之前就有
的高血压， 每天都要吃很多种药。

“我爱人后来大小便不能自理了 ， 头只能扭一
点 ， 手能抬起来 ， 但喝水得喂 ， 语言表达也含混不
清 ， 哪里不舒服 ， 他说不上来 ， 就哭 ， 每到这个时
候， 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的疼。” 吴英告诉记者。

爱人在医院一年， 花去了100多万元， 吴英几乎借
遍了周围的亲朋好友， 而由于长期的忧伤， 她自己也
病倒了： 心慌、 腿麻、 抑郁……只好吃药， 了解她家
里情况的医生都开导她： 你得想开点， 你还得照顾你
丈夫呢。 就在吴英一家最难的时候， 她所在的单位让
她把爱人的医药费单据都留好， 说可以申请时传祥环
卫工人专项基金的救助， 吴英知道这个好消息后， 脸
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2015年、 2016年， 吴英连续两
次拿到了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的救助，共计6
万元，这笔钱对还需要继续康复治疗的吴英家庭来说，
是一笔救命钱。

“人在难处， 谁给你点帮助， 都感激啊， 这笔钱
暖了我们一家人的心， 也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力
量。” 吴英感慨地对记者说。

如今几年下来 ， 吴英的爱人还在进行着康复治
疗， 吴英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痛苦中挣脱出来， 她儿
子大专毕业后， 通过了成人自考， 拿到了本科毕业证
书， 并且有了不错的工作， “因为我家的事， 身边的
工友们都知道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这个基金给
了我们环卫工人浓浓的爱！ 我唯一能做的， 是好好干
工作！” 吴英激动地对记者说。

“我公公是胰腺癌晚期， 我婆婆天天陪护着， 我
和老公的收入都不高， 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家里的负

担很重啊！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给了我家5万元救
助金， 真是雪中送炭！” 白飞说这些话时， 泪水在眼
眶里打转。

白飞口中的公公名叫杨成， 他今年55岁， 是密云
环卫中心的一名清运工， 平时身体一直很健康的他，
今年有段时间一直感觉胃疼， 一直到12月份疼得受不
了， 去医院检查， 竟然确诊是胰腺癌晚期！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让全家人难受得不行。 我
公公住院后就马上开始治疗， 先后进行了7次化疗， 1
次放疗， 医药费花了近30万元， 很多都是向亲朋好友
借的。” 白飞说。

后来老杨情况好了些，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还能

正常说话， 下半年的时候病情又加重， 下不了床， 大
小便不能自理， 他的老伴一直伺候着他。

老杨的老伴没有工作 ， 血压血糖都高 ， 还得吃
药， 儿子在一家公司干后勤， 儿媳在一家餐厅当服务
员， 儿子儿媳每月收入加起来也就6000元， 他还有两
个孙女， 一个上幼儿园， 一个上小学， 沉重的医药费
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来气。

今年7月底， 杨成所在单位替他申请了时传祥环卫
工人专项基金， 就在11月初， 他拿到了5万元救助金。

“这5万元对于我们家来说太珍贵了， 接下来一段
时间的医药费总算有着落了， 真的太感谢工会了！ 家
里负担重， 我们收入又不高， 工会的关爱给了我们坚
持下去的力量。” 白飞激动地说。

据记者了解， 2013年起， 每年向时传祥专项基金
申请救助人数均在100人以上， 其中连续多次申请人员
逐年增加。 因癌症、 肾病、 心脑血管等慢性病需长期
治疗 ， 患病职工在首次申请后 ， 后续每年都会再申
请， 申请超过两次的有253人， 最多的达6次。

展望未来：
工会将联合更多社会力量长效救助

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说， 在对各环卫中心的
送款及走访活动中了解到， 9年来， 基层环卫工人对
专项基金的认知已广泛普及。 环卫工人不但知道时传
祥专项基金 ， 对基金的申报细节也都有较全面的了
解。 环卫职工在患大病时首先就能想到时传祥专项基
金， 在心理的信赖程度上， 也将时传祥专项基金排在
最前面。

而能有这样广泛的被认可， 源于市温暖基金会制
定了严格的项目执行细则，而且审核审批程序严密，基
金运作全程透明公开。每名工人在获得救助前 ，均在市
温暖基金会官方网站公示三天，公示结束后，才发放救
助金。对所有一次性救助1万元以上的案例，均采取现
场发放制度， 由专项基金项目执行组成员以面对面的方
式将救助款直接发放到环卫职工本人手中。

展望未来， 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说， 将联合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搭建长效救助机制； 利用各类媒
体和活动扩大影响力， 深层次挖掘救助潜力； 进一步
用微信公众号宣传推广， 吸引更多的日常微信捐款，
并及时向爱心捐款人士回馈捐款信息及项目进展情
况； 通过搭载以体验公益和宣传公益为目的的公益班
车和义卖等项目， 扩大专项基金影响、 募集更多爱心
资金和物品， 为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注入更
多爱的能量， 以便为更多患重病的环卫工人及家属撑
起一片明媚的蓝天！

（文中环卫工及家属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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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写在在时时传传祥祥环环卫卫工工人人专专项项温温暖暖基基金金成成立立99周周年年之之际际 密云区环卫职工捐款

时传祥专项基金为出车祸的环卫工人送
去救助金

海淀区环卫职工捐款

石景山环卫工人参与捐款活动

为大病患者职工家属发放时传祥专项救助金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此此情情温温暖暖人人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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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来的成绩：
救助811人次，发放894.91万元

“提起工会， 提起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我
们全家都是满满的感激啊！” 来自昌平的环卫工人张
平激动地说。

2010年11月， 由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市市政市容
管委、 东城区人民政府发起， 联合首发集团、 环卫集
团、 大爱乾坤集团等多家爱心企业捐资设立了 “时传
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 用于北京市环卫工人及
其家庭成员重大疾病医疗和因突发事件或意外灾害造
成生活困难的临时应急救助。

今年57岁的张平是昌平环卫中心的一名司机， 他
年轻的时候在不上班时爱喝酒 ， 前几年查出有酒精
肝， 就不喝了。 去年7月份， 在上班期间， 张平去厕
所解手， 突然觉得脑瓜子晕， 马上就有一口血从嘴里
喷了出来！ 到医院检查， 他也没觉得是多大的病， 结
果做了胃镜， 医生告诉他很危险， 得马上转院， 到北
京地坛医院确诊是重度肝硬化！

“我当时头 ‘轰’ 的一声， 竟然这么严重， 我老
伴也吓了一跳， 我马上就住院开始治疗了。” 张平告
诉记者。 随后过了一段时间平稳出院了， 张平还需要
定期到医院复查， 去年12月， 张平和老伴到昌平中医
院拿药， 他在椅子上坐着， 老伴在排着长队。

“我听到他急促唤我， 扭头的瞬间， 就听到 ‘哐
当’ 一声， 他倒在椅子边， 跑过去， 发现他边上有一
滩血， 还磕掉了三颗牙， 我脑瓜子一片混乱， 怕他出
危险， 赶紧给闺女打电话： ‘你爸又吐血了， 赶紧来
医院！’ 随后叫救护车送他到了地坛医院进行急救！”
张平的老伴告诉记者。 随后医院给出最佳治疗方案是
建议换肝， 鉴于巨额费用，张平选择了保守治疗，很快
脱离了生命危险。 到春节时， 自付的医药费已经达到
了14万多元， 这笔钱对张平这个普通家庭来说， 是笔
巨款， 他每月工资不高， 老伴务农没工作， 做社工的
女儿工资也不高， 对于接下来治疗所需要的费用， 一
家人陷入了困顿。

“这时候单位出面， 替我申请了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基金救助， 今年6月份， 我拿到了5万元救助， 这
么一笔巨款啊， 想想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医药费有
了 ， 我心里乐开了花儿 ， 老伴知道后 ， 也很高兴 。”
张平激动地告诉记者。

今年4月和10月， 张平做了两次复查， 情况很稳
定 ， 虽然还需要吃药 ， 但他的心态很平静 ， 他说 ：
“有工会这么暖心的关爱，我可以安心做好康复了。 ”

据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时传祥环卫工
人专项温暖基金救助力度大， 覆盖范围广， 救助对象

不受合同性质、 工种类型、 户籍归属地的限制。 环卫
职工本人患大病、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患大病、 因遭受
意外灾害等情况导致临时困难等等情况， 均可获得专
项基金的救助。

今年55岁的江勇是2010年最早一批受助的环卫工
人。 他在上学时曾被车撞， 做过手术， 昏迷了21天才
醒， 成年后腿有点瘸。 江勇之后成为朝阳的一名环卫
工人， 他清扫马路， 娶妻生子。 妻子也干保洁， 儿子
周末从学校骑车回家， 被醉酒司机撞残了， 几次给孩
子看病， 家里经济更趋困难； 2010年江勇骨质增生压
迫四肢神经， 导致走不了路， 拿不了东西， 做手术花
了近10万元， 妻子着急之下也病倒了， 到医院查出有
子宫肌瘤， 借钱做完手术， 全家几乎穷得吃不上饭。

“那时候特别绝望， 想哭都没泪， 没活下去的勇
气， 没想到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救助了我5万元，
那真的是救命钱！ 我有了生的动力，现在老伴和儿子都
工作着， 日子好多了。” 说到过往， 江勇语气哽咽了。

像这样感人的救助故事， 还有很多。 环卫工人患
大病， 最高可获5万元救助， 已有46人获得最高额救
助； 环卫工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患大病， 最高可获3万
元救助， 已累计有30人获得此类最高额救助； 遭受意
外灾害可获5000—10000元救助， 已有15人获得此类最
高额救助。 在工作岗位上因突发疾病和意外灾害导致
死亡的， 可一次性获得5万元救助； 对一些家庭生活
实在困难又不在专项基金救助范围之内的环卫职工，
经专项基金项目执行组讨论同意后可按特殊情况给予
救助。 9年来， 已救助困难环卫工人811人次， 发放救
助金894.91万元。

2011年11月16日，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
在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委托搜狐网进行的2011年
度 “彩虹心” 慈善公益明星项目网络评选活动中获得
第一名； 基金项目组长项新波获得 “彩虹心” 慈善公
益明星 （优秀） 个人网络投票第一名。

奉献爱的人：
要让环卫工在愁容满面时得到安慰

据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时传祥环卫工
人专项温暖基金的资金来源社会化程度很高， 共收到
12个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款669.41万元， 其中项新
波以大爱乾坤、 新波环保、 德州置业、 烟台海德等企
业名义多次进行大额捐赠。

民营企业家项新波在2010年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
基金设立时一次性拿出300万元，捐给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温暖基金，是个人捐款最大的一笔。 后来他当选为
“时传祥专项基金”项目组的组长，凡是单人超过一万
元的救助金， 项新波和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都会一起送到环卫工人手上。
“他们把干净和整洁给了城市， 却把脏乱臭留给

了自己！” 说起环卫工人， 项新波明亮的眼眸闪过了
一丝沉重。

项新波至今还记得把5万元救助金放到刘兴父亲手
上时， 对方感激的神情。 刘兴是北京环卫集团下属京
环资源公司职员， 主要负责垃圾资源回收利用， 老家
在辽宁本溪。 2014年11月30日， 他突然发起高烧， 到
医院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极重型）、 低增生性骨
髓异常性综合症。 其父下岗多年， 其母为小学老师，
医药费已经花费了100多万元。 为了看病， 父母把老家
的房子卖掉， 还向周围的亲戚借了不少钱。 此时， 时
传祥环卫基金决定救助他5万元。

“环卫工人生活本来就不容易， 一旦患了大病，
真的很绝望， 我献了一份爱心， 让他们在愁容满面时
得到一丝安慰， 我很欣慰啊！” 像刘兴这样患大病的
环卫工人， 这些年， 项新波见了几百个。 近几年， 他
又陆续捐了上百万元， 目前已累计为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温暖基金捐款500多万元。

“环卫温暖基金救助了不少工友， 我们能捐点儿
就捐点儿， 这样大家一起努力， 谁遇到难处了大家伙
也算出了份力！” 海淀环卫工人李师傅憨厚地笑着对
记者说， 在近日市温暖基金会发起的 “一元捐 （十元
捐）” 活动中， 李师傅捐了100元。

“这两年我们已经参与了4次这样的捐款活动了，
大家都非常踊跃， 有的捐10元、 20元， 像张师傅这样
捐50元、 100元的也有， 大家就觉得要献份爱心， 互帮
互助。” 海淀环卫中心刘莹对记者说， 就在10月底， 她
刚将海淀近3000名环卫工人捐的3.2万元送到北京市温
暖基金会。

2019年元旦、 春节、 “五一” “9·9公益日” 等时
间节点，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面向全社会发起 “一元捐
（十元捐 ）” 倡议 ， 为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
金” 募集社会爱心资金。 募资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市各
区8万名爱心职工捐款近90万元， 这里面， 饱含着环卫
工人互帮互助的浓烈友爱。 无论是爱心人士、 爱心企
业捐款， 还是环卫工人的 “一元捐 （十元捐）” 活动，
都成为爱的洋流 ， 汇聚到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里， 为患重病的环卫工人筑起一道爱的屏障。

受助者故事：
“我最难时基金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由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两次给予救助的这6
万元钱， 真是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 给了我们坚持活
下去的动力！ ”回首丈夫患病这艰难的4年零4个月，吴
英哽咽了。

今年49岁的吴英是延庆环卫中心清运队的一名环
卫工人， 一家三口过着平静却幸福的日子， 这一切在
2015年7月20日被彻底打破。

其实在这之前， 吴英的爱人就经常头疼， 他一直
琢磨着等冬天不忙时去医院瞧瞧， 7月20日， 一阵剧烈
的疼痛紧紧 “控制” 了他， 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法从沙
发上站起来， 吴英立刻叫救护车送丈夫去了医院。

到医院检查后 ， 医生告诉她 ： 她爱人大脑出血
了， 情况危急， 需要立刻住院！

吴英整个人懵了， 陷入了悲痛之中， 告诉医生：
“您一定想办法救他！”

高额的医药费像巨石， 重重压在吴英心上， 每天
要担心丈夫的病情，要想办法筹集医药费，还得上班，
吴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的。

“我记得很清楚， 到当年的11月30日时， 自费部
分就花了30多万了， 真是愁啊愁， 只能跟周围的亲朋
好友借。” 吴英眼圈再一次红了。

让吴英更忧心的是丈夫脑出血后众多的后遗症：
脑积液、 胰腺炎、 癫痫、 肌肉痉挛……加上之前就有
的高血压， 每天都要吃很多种药。

“我爱人后来大小便不能自理了 ， 头只能扭一
点 ， 手能抬起来 ， 但喝水得喂 ， 语言表达也含混不
清 ， 哪里不舒服 ， 他说不上来 ， 就哭 ， 每到这个时
候， 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的疼。” 吴英告诉记者。

爱人在医院一年， 花去了100多万元， 吴英几乎借
遍了周围的亲朋好友， 而由于长期的忧伤， 她自己也
病倒了： 心慌、 腿麻、 抑郁……只好吃药， 了解她家
里情况的医生都开导她： 你得想开点， 你还得照顾你
丈夫呢。 就在吴英一家最难的时候， 她所在的单位让
她把爱人的医药费单据都留好， 说可以申请时传祥环
卫工人专项基金的救助， 吴英知道这个好消息后， 脸
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2015年、 2016年， 吴英连续两
次拿到了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的救助，共计6
万元，这笔钱对还需要继续康复治疗的吴英家庭来说，
是一笔救命钱。

“人在难处， 谁给你点帮助， 都感激啊， 这笔钱
暖了我们一家人的心， 也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力
量。” 吴英感慨地对记者说。

如今几年下来 ， 吴英的爱人还在进行着康复治
疗， 吴英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痛苦中挣脱出来， 她儿
子大专毕业后， 通过了成人自考， 拿到了本科毕业证
书， 并且有了不错的工作， “因为我家的事， 身边的
工友们都知道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这个基金给
了我们环卫工人浓浓的爱！ 我唯一能做的， 是好好干
工作！” 吴英激动地对记者说。

“我公公是胰腺癌晚期， 我婆婆天天陪护着， 我
和老公的收入都不高， 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家里的负

担很重啊！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给了我家5万元救
助金， 真是雪中送炭！” 白飞说这些话时， 泪水在眼
眶里打转。

白飞口中的公公名叫杨成， 他今年55岁， 是密云
环卫中心的一名清运工， 平时身体一直很健康的他，
今年有段时间一直感觉胃疼， 一直到12月份疼得受不
了， 去医院检查， 竟然确诊是胰腺癌晚期！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让全家人难受得不行。 我
公公住院后就马上开始治疗， 先后进行了7次化疗， 1
次放疗， 医药费花了近30万元， 很多都是向亲朋好友
借的。” 白飞说。

后来老杨情况好了些，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还能

正常说话， 下半年的时候病情又加重， 下不了床， 大
小便不能自理， 他的老伴一直伺候着他。

老杨的老伴没有工作 ， 血压血糖都高 ， 还得吃
药， 儿子在一家公司干后勤， 儿媳在一家餐厅当服务
员， 儿子儿媳每月收入加起来也就6000元， 他还有两
个孙女， 一个上幼儿园， 一个上小学， 沉重的医药费
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来气。

今年7月底， 杨成所在单位替他申请了时传祥环卫
工人专项基金， 就在11月初， 他拿到了5万元救助金。

“这5万元对于我们家来说太珍贵了， 接下来一段
时间的医药费总算有着落了， 真的太感谢工会了！ 家
里负担重， 我们收入又不高， 工会的关爱给了我们坚
持下去的力量。” 白飞激动地说。

据记者了解， 2013年起， 每年向时传祥专项基金
申请救助人数均在100人以上， 其中连续多次申请人员
逐年增加。 因癌症、 肾病、 心脑血管等慢性病需长期
治疗 ， 患病职工在首次申请后 ， 后续每年都会再申
请， 申请超过两次的有253人， 最多的达6次。

展望未来：
工会将联合更多社会力量长效救助

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说， 在对各环卫中心的
送款及走访活动中了解到， 9年来， 基层环卫工人对
专项基金的认知已广泛普及。 环卫工人不但知道时传
祥专项基金 ， 对基金的申报细节也都有较全面的了
解。 环卫职工在患大病时首先就能想到时传祥专项基
金， 在心理的信赖程度上， 也将时传祥专项基金排在
最前面。

而能有这样广泛的被认可， 源于市温暖基金会制
定了严格的项目执行细则，而且审核审批程序严密，基
金运作全程透明公开。每名工人在获得救助前 ，均在市
温暖基金会官方网站公示三天，公示结束后，才发放救
助金。对所有一次性救助1万元以上的案例，均采取现
场发放制度， 由专项基金项目执行组成员以面对面的方
式将救助款直接发放到环卫职工本人手中。

展望未来， 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说， 将联合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搭建长效救助机制； 利用各类媒
体和活动扩大影响力， 深层次挖掘救助潜力； 进一步
用微信公众号宣传推广， 吸引更多的日常微信捐款，
并及时向爱心捐款人士回馈捐款信息及项目进展情
况； 通过搭载以体验公益和宣传公益为目的的公益班
车和义卖等项目， 扩大专项基金影响、 募集更多爱心
资金和物品， 为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注入更
多爱的能量， 以便为更多患重病的环卫工人及家属撑
起一片明媚的蓝天！

（文中环卫工及家属全为化名）

9年来的成绩：
救助811人次，发放894.91万元

“提起工会， 提起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我
们全家都是满满的感激啊！” 来自昌平的环卫工人张
平激动地说。

2010年11月， 由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市市政市容
管委、 东城区人民政府发起， 联合首发集团、 环卫集
团、 大爱乾坤集团等多家爱心企业捐资设立了 “时传
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 用于北京市环卫工人及
其家庭成员重大疾病医疗和因突发事件或意外灾害造
成生活困难的临时应急救助。

今年57岁的张平是昌平环卫中心的一名司机， 他
年轻的时候在不上班时爱喝酒 ， 前几年查出有酒精
肝， 就不喝了。 去年7月份， 在上班期间， 张平去厕
所解手， 突然觉得脑瓜子晕， 马上就有一口血从嘴里
喷了出来！ 到医院检查， 他也没觉得是多大的病， 结
果做了胃镜， 医生告诉他很危险， 得马上转院， 到北
京地坛医院确诊是重度肝硬化！

“我当时头 ‘轰’ 的一声， 竟然这么严重， 我老
伴也吓了一跳， 我马上就住院开始治疗了。” 张平告
诉记者。 随后过了一段时间平稳出院了， 张平还需要
定期到医院复查， 去年12月， 张平和老伴到昌平中医
院拿药， 他在椅子上坐着， 老伴在排着长队。

“我听到他急促唤我， 扭头的瞬间， 就听到 ‘哐
当’ 一声， 他倒在椅子边， 跑过去， 发现他边上有一
滩血， 还磕掉了三颗牙， 我脑瓜子一片混乱， 怕他出
危险， 赶紧给闺女打电话： ‘你爸又吐血了， 赶紧来
医院！’ 随后叫救护车送他到了地坛医院进行急救！”
张平的老伴告诉记者。 随后医院给出最佳治疗方案是
建议换肝， 鉴于巨额费用，张平选择了保守治疗，很快
脱离了生命危险。 到春节时， 自付的医药费已经达到
了14万多元， 这笔钱对张平这个普通家庭来说， 是笔
巨款， 他每月工资不高， 老伴务农没工作， 做社工的
女儿工资也不高， 对于接下来治疗所需要的费用， 一
家人陷入了困顿。

“这时候单位出面， 替我申请了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基金救助， 今年6月份， 我拿到了5万元救助， 这
么一笔巨款啊， 想想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医药费有
了 ， 我心里乐开了花儿 ， 老伴知道后 ， 也很高兴 。”
张平激动地告诉记者。

今年4月和10月， 张平做了两次复查， 情况很稳
定 ， 虽然还需要吃药 ， 但他的心态很平静 ， 他说 ：
“有工会这么暖心的关爱，我可以安心做好康复了。 ”

据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时传祥环卫工
人专项温暖基金救助力度大， 覆盖范围广， 救助对象

不受合同性质、 工种类型、 户籍归属地的限制。 环卫
职工本人患大病、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患大病、 因遭受
意外灾害等情况导致临时困难等等情况， 均可获得专
项基金的救助。

今年55岁的江勇是2010年最早一批受助的环卫工
人。 他在上学时曾被车撞， 做过手术， 昏迷了21天才
醒， 成年后腿有点瘸。 江勇之后成为朝阳的一名环卫
工人， 他清扫马路， 娶妻生子。 妻子也干保洁， 儿子
周末从学校骑车回家， 被醉酒司机撞残了， 几次给孩
子看病， 家里经济更趋困难； 2010年江勇骨质增生压
迫四肢神经， 导致走不了路， 拿不了东西， 做手术花
了近10万元， 妻子着急之下也病倒了， 到医院查出有
子宫肌瘤， 借钱做完手术， 全家几乎穷得吃不上饭。

“那时候特别绝望， 想哭都没泪， 没活下去的勇
气， 没想到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救助了我5万元，
那真的是救命钱！ 我有了生的动力，现在老伴和儿子都
工作着， 日子好多了。” 说到过往， 江勇语气哽咽了。

像这样感人的救助故事， 还有很多。 环卫工人患
大病， 最高可获5万元救助， 已有46人获得最高额救
助； 环卫工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患大病， 最高可获3万
元救助， 已累计有30人获得此类最高额救助； 遭受意
外灾害可获5000—10000元救助， 已有15人获得此类最
高额救助。 在工作岗位上因突发疾病和意外灾害导致
死亡的， 可一次性获得5万元救助； 对一些家庭生活
实在困难又不在专项基金救助范围之内的环卫职工，
经专项基金项目执行组讨论同意后可按特殊情况给予
救助。 9年来， 已救助困难环卫工人811人次， 发放救
助金894.91万元。

2011年11月16日，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
在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委托搜狐网进行的2011年
度 “彩虹心” 慈善公益明星项目网络评选活动中获得
第一名； 基金项目组长项新波获得 “彩虹心” 慈善公
益明星 （优秀） 个人网络投票第一名。

奉献爱的人：
要让环卫工在愁容满面时得到安慰

据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时传祥环卫工
人专项温暖基金的资金来源社会化程度很高， 共收到
12个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款669.41万元， 其中项新
波以大爱乾坤、 新波环保、 德州置业、 烟台海德等企
业名义多次进行大额捐赠。

民营企业家项新波在2010年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
基金设立时一次性拿出300万元，捐给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温暖基金，是个人捐款最大的一笔。 后来他当选为
“时传祥专项基金”项目组的组长，凡是单人超过一万
元的救助金， 项新波和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都会一起送到环卫工人手上。
“他们把干净和整洁给了城市， 却把脏乱臭留给

了自己！” 说起环卫工人， 项新波明亮的眼眸闪过了
一丝沉重。

项新波至今还记得把5万元救助金放到刘兴父亲手
上时， 对方感激的神情。 刘兴是北京环卫集团下属京
环资源公司职员， 主要负责垃圾资源回收利用， 老家
在辽宁本溪。 2014年11月30日， 他突然发起高烧， 到
医院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极重型）、 低增生性骨
髓异常性综合症。 其父下岗多年， 其母为小学老师，
医药费已经花费了100多万元。 为了看病， 父母把老家
的房子卖掉， 还向周围的亲戚借了不少钱。 此时， 时
传祥环卫基金决定救助他5万元。

“环卫工人生活本来就不容易， 一旦患了大病，
真的很绝望， 我献了一份爱心， 让他们在愁容满面时
得到一丝安慰， 我很欣慰啊！” 像刘兴这样患大病的
环卫工人， 这些年， 项新波见了几百个。 近几年， 他
又陆续捐了上百万元， 目前已累计为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温暖基金捐款500多万元。

“环卫温暖基金救助了不少工友， 我们能捐点儿
就捐点儿， 这样大家一起努力， 谁遇到难处了大家伙
也算出了份力！” 海淀环卫工人李师傅憨厚地笑着对
记者说， 在近日市温暖基金会发起的 “一元捐 （十元
捐）” 活动中， 李师傅捐了100元。

“这两年我们已经参与了4次这样的捐款活动了，
大家都非常踊跃， 有的捐10元、 20元， 像张师傅这样
捐50元、 100元的也有， 大家就觉得要献份爱心， 互帮
互助。” 海淀环卫中心刘莹对记者说， 就在10月底， 她
刚将海淀近3000名环卫工人捐的3.2万元送到北京市温
暖基金会。

2019年元旦、 春节、 “五一” “9·9公益日” 等时
间节点，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面向全社会发起 “一元捐
（十元捐 ）” 倡议 ， 为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
金” 募集社会爱心资金。 募资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市各
区8万名爱心职工捐款近90万元， 这里面， 饱含着环卫
工人互帮互助的浓烈友爱。 无论是爱心人士、 爱心企
业捐款， 还是环卫工人的 “一元捐 （十元捐）” 活动，
都成为爱的洋流 ， 汇聚到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里， 为患重病的环卫工人筑起一道爱的屏障。

受助者故事：
“我最难时基金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由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两次给予救助的这6
万元钱， 真是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 给了我们坚持活
下去的动力！ ”回首丈夫患病这艰难的4年零4个月，吴
英哽咽了。

今年49岁的吴英是延庆环卫中心清运队的一名环
卫工人， 一家三口过着平静却幸福的日子， 这一切在
2015年7月20日被彻底打破。

其实在这之前， 吴英的爱人就经常头疼， 他一直
琢磨着等冬天不忙时去医院瞧瞧， 7月20日， 一阵剧烈
的疼痛紧紧 “控制” 了他， 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法从沙
发上站起来， 吴英立刻叫救护车送丈夫去了医院。

到医院检查后 ， 医生告诉她 ： 她爱人大脑出血
了， 情况危急， 需要立刻住院！

吴英整个人懵了， 陷入了悲痛之中， 告诉医生：
“您一定想办法救他！”

高额的医药费像巨石， 重重压在吴英心上， 每天
要担心丈夫的病情，要想办法筹集医药费，还得上班，
吴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的。

“我记得很清楚， 到当年的11月30日时， 自费部
分就花了30多万了， 真是愁啊愁， 只能跟周围的亲朋
好友借。” 吴英眼圈再一次红了。

让吴英更忧心的是丈夫脑出血后众多的后遗症：
脑积液、 胰腺炎、 癫痫、 肌肉痉挛……加上之前就有
的高血压， 每天都要吃很多种药。

“我爱人后来大小便不能自理了 ， 头只能扭一
点 ， 手能抬起来 ， 但喝水得喂 ， 语言表达也含混不
清 ， 哪里不舒服 ， 他说不上来 ， 就哭 ， 每到这个时
候， 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的疼。” 吴英告诉记者。

爱人在医院一年， 花去了100多万元， 吴英几乎借
遍了周围的亲朋好友， 而由于长期的忧伤， 她自己也
病倒了： 心慌、 腿麻、 抑郁……只好吃药， 了解她家
里情况的医生都开导她： 你得想开点， 你还得照顾你
丈夫呢。 就在吴英一家最难的时候， 她所在的单位让
她把爱人的医药费单据都留好， 说可以申请时传祥环
卫工人专项基金的救助， 吴英知道这个好消息后， 脸
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2015年、 2016年， 吴英连续两
次拿到了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的救助，共计6
万元，这笔钱对还需要继续康复治疗的吴英家庭来说，
是一笔救命钱。

“人在难处， 谁给你点帮助， 都感激啊， 这笔钱
暖了我们一家人的心， 也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力
量。” 吴英感慨地对记者说。

如今几年下来 ， 吴英的爱人还在进行着康复治
疗， 吴英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痛苦中挣脱出来， 她儿
子大专毕业后， 通过了成人自考， 拿到了本科毕业证
书， 并且有了不错的工作， “因为我家的事， 身边的
工友们都知道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这个基金给
了我们环卫工人浓浓的爱！ 我唯一能做的， 是好好干
工作！” 吴英激动地对记者说。

“我公公是胰腺癌晚期， 我婆婆天天陪护着， 我
和老公的收入都不高， 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家里的负

担很重啊！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给了我家5万元救
助金， 真是雪中送炭！” 白飞说这些话时， 泪水在眼
眶里打转。

白飞口中的公公名叫杨成， 他今年55岁， 是密云
环卫中心的一名清运工， 平时身体一直很健康的他，
今年有段时间一直感觉胃疼， 一直到12月份疼得受不
了， 去医院检查， 竟然确诊是胰腺癌晚期！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让全家人难受得不行。 我
公公住院后就马上开始治疗， 先后进行了7次化疗， 1
次放疗， 医药费花了近30万元， 很多都是向亲朋好友
借的。” 白飞说。

后来老杨情况好了些，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还能

正常说话， 下半年的时候病情又加重， 下不了床， 大
小便不能自理， 他的老伴一直伺候着他。

老杨的老伴没有工作 ， 血压血糖都高 ， 还得吃
药， 儿子在一家公司干后勤， 儿媳在一家餐厅当服务
员， 儿子儿媳每月收入加起来也就6000元， 他还有两
个孙女， 一个上幼儿园， 一个上小学， 沉重的医药费
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来气。

今年7月底， 杨成所在单位替他申请了时传祥环卫
工人专项基金， 就在11月初， 他拿到了5万元救助金。

“这5万元对于我们家来说太珍贵了， 接下来一段
时间的医药费总算有着落了， 真的太感谢工会了！ 家
里负担重， 我们收入又不高， 工会的关爱给了我们坚
持下去的力量。” 白飞激动地说。

据记者了解， 2013年起， 每年向时传祥专项基金
申请救助人数均在100人以上， 其中连续多次申请人员
逐年增加。 因癌症、 肾病、 心脑血管等慢性病需长期
治疗 ， 患病职工在首次申请后 ， 后续每年都会再申
请， 申请超过两次的有253人， 最多的达6次。

展望未来：
工会将联合更多社会力量长效救助

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说， 在对各环卫中心的
送款及走访活动中了解到， 9年来， 基层环卫工人对
专项基金的认知已广泛普及。 环卫工人不但知道时传
祥专项基金 ， 对基金的申报细节也都有较全面的了
解。 环卫职工在患大病时首先就能想到时传祥专项基
金， 在心理的信赖程度上， 也将时传祥专项基金排在
最前面。

而能有这样广泛的被认可， 源于市温暖基金会制
定了严格的项目执行细则，而且审核审批程序严密，基
金运作全程透明公开。每名工人在获得救助前 ，均在市
温暖基金会官方网站公示三天，公示结束后，才发放救
助金。对所有一次性救助1万元以上的案例，均采取现
场发放制度， 由专项基金项目执行组成员以面对面的方
式将救助款直接发放到环卫职工本人手中。

展望未来， 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说， 将联合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搭建长效救助机制； 利用各类媒
体和活动扩大影响力， 深层次挖掘救助潜力； 进一步
用微信公众号宣传推广， 吸引更多的日常微信捐款，
并及时向爱心捐款人士回馈捐款信息及项目进展情
况； 通过搭载以体验公益和宣传公益为目的的公益班
车和义卖等项目， 扩大专项基金影响、 募集更多爱心
资金和物品， 为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注入更
多爱的能量， 以便为更多患重病的环卫工人及家属撑
起一片明媚的蓝天！

（文中环卫工及家属全为化名）

9年来的成绩：
救助811人次，发放894.91万元

“提起工会， 提起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我
们全家都是满满的感激啊！” 来自昌平的环卫工人张
平激动地说。

2010年11月， 由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市市政市容
管委、 东城区人民政府发起， 联合首发集团、 环卫集
团、 大爱乾坤集团等多家爱心企业捐资设立了 “时传
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 用于北京市环卫工人及
其家庭成员重大疾病医疗和因突发事件或意外灾害造
成生活困难的临时应急救助。

今年57岁的张平是昌平环卫中心的一名司机， 他
年轻的时候在不上班时爱喝酒 ， 前几年查出有酒精
肝， 就不喝了。 去年7月份， 在上班期间， 张平去厕
所解手， 突然觉得脑瓜子晕， 马上就有一口血从嘴里
喷了出来！ 到医院检查， 他也没觉得是多大的病， 结
果做了胃镜， 医生告诉他很危险， 得马上转院， 到北
京地坛医院确诊是重度肝硬化！

“我当时头 ‘轰’ 的一声， 竟然这么严重， 我老
伴也吓了一跳， 我马上就住院开始治疗了。” 张平告
诉记者。 随后过了一段时间平稳出院了， 张平还需要
定期到医院复查， 去年12月， 张平和老伴到昌平中医
院拿药， 他在椅子上坐着， 老伴在排着长队。

“我听到他急促唤我， 扭头的瞬间， 就听到 ‘哐
当’ 一声， 他倒在椅子边， 跑过去， 发现他边上有一
滩血， 还磕掉了三颗牙， 我脑瓜子一片混乱， 怕他出
危险， 赶紧给闺女打电话： ‘你爸又吐血了， 赶紧来
医院！’ 随后叫救护车送他到了地坛医院进行急救！”
张平的老伴告诉记者。 随后医院给出最佳治疗方案是
建议换肝， 鉴于巨额费用，张平选择了保守治疗，很快
脱离了生命危险。 到春节时， 自付的医药费已经达到
了14万多元， 这笔钱对张平这个普通家庭来说， 是笔
巨款， 他每月工资不高， 老伴务农没工作， 做社工的
女儿工资也不高， 对于接下来治疗所需要的费用， 一
家人陷入了困顿。

“这时候单位出面， 替我申请了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基金救助， 今年6月份， 我拿到了5万元救助， 这
么一笔巨款啊， 想想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医药费有
了 ， 我心里乐开了花儿 ， 老伴知道后 ， 也很高兴 。”
张平激动地告诉记者。

今年4月和10月， 张平做了两次复查， 情况很稳
定 ， 虽然还需要吃药 ， 但他的心态很平静 ， 他说 ：
“有工会这么暖心的关爱，我可以安心做好康复了。 ”

据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时传祥环卫工
人专项温暖基金救助力度大， 覆盖范围广， 救助对象

不受合同性质、 工种类型、 户籍归属地的限制。 环卫
职工本人患大病、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患大病、 因遭受
意外灾害等情况导致临时困难等等情况， 均可获得专
项基金的救助。

今年55岁的江勇是2010年最早一批受助的环卫工
人。 他在上学时曾被车撞， 做过手术， 昏迷了21天才
醒， 成年后腿有点瘸。 江勇之后成为朝阳的一名环卫
工人， 他清扫马路， 娶妻生子。 妻子也干保洁， 儿子
周末从学校骑车回家， 被醉酒司机撞残了， 几次给孩
子看病， 家里经济更趋困难； 2010年江勇骨质增生压
迫四肢神经， 导致走不了路， 拿不了东西， 做手术花
了近10万元， 妻子着急之下也病倒了， 到医院查出有
子宫肌瘤， 借钱做完手术， 全家几乎穷得吃不上饭。

“那时候特别绝望， 想哭都没泪， 没活下去的勇
气， 没想到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救助了我5万元，
那真的是救命钱！ 我有了生的动力，现在老伴和儿子都
工作着， 日子好多了。” 说到过往， 江勇语气哽咽了。

像这样感人的救助故事， 还有很多。 环卫工人患
大病， 最高可获5万元救助， 已有46人获得最高额救
助； 环卫工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患大病， 最高可获3万
元救助， 已累计有30人获得此类最高额救助； 遭受意
外灾害可获5000—10000元救助， 已有15人获得此类最
高额救助。 在工作岗位上因突发疾病和意外灾害导致
死亡的， 可一次性获得5万元救助； 对一些家庭生活
实在困难又不在专项基金救助范围之内的环卫职工，
经专项基金项目执行组讨论同意后可按特殊情况给予
救助。 9年来， 已救助困难环卫工人811人次， 发放救
助金894.91万元。

2011年11月16日，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
在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委托搜狐网进行的2011年
度 “彩虹心” 慈善公益明星项目网络评选活动中获得
第一名； 基金项目组长项新波获得 “彩虹心” 慈善公
益明星 （优秀） 个人网络投票第一名。

奉献爱的人：
要让环卫工在愁容满面时得到安慰

据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时传祥环卫工
人专项温暖基金的资金来源社会化程度很高， 共收到
12个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款669.41万元， 其中项新
波以大爱乾坤、 新波环保、 德州置业、 烟台海德等企
业名义多次进行大额捐赠。

民营企业家项新波在2010年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
基金设立时一次性拿出300万元，捐给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温暖基金，是个人捐款最大的一笔。 后来他当选为
“时传祥专项基金”项目组的组长，凡是单人超过一万
元的救助金， 项新波和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都会一起送到环卫工人手上。
“他们把干净和整洁给了城市， 却把脏乱臭留给

了自己！” 说起环卫工人， 项新波明亮的眼眸闪过了
一丝沉重。

项新波至今还记得把5万元救助金放到刘兴父亲手
上时， 对方感激的神情。 刘兴是北京环卫集团下属京
环资源公司职员， 主要负责垃圾资源回收利用， 老家
在辽宁本溪。 2014年11月30日， 他突然发起高烧， 到
医院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极重型）、 低增生性骨
髓异常性综合症。 其父下岗多年， 其母为小学老师，
医药费已经花费了100多万元。 为了看病， 父母把老家
的房子卖掉， 还向周围的亲戚借了不少钱。 此时， 时
传祥环卫基金决定救助他5万元。

“环卫工人生活本来就不容易， 一旦患了大病，
真的很绝望， 我献了一份爱心， 让他们在愁容满面时
得到一丝安慰， 我很欣慰啊！” 像刘兴这样患大病的
环卫工人， 这些年， 项新波见了几百个。 近几年， 他
又陆续捐了上百万元， 目前已累计为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温暖基金捐款500多万元。

“环卫温暖基金救助了不少工友， 我们能捐点儿
就捐点儿， 这样大家一起努力， 谁遇到难处了大家伙
也算出了份力！” 海淀环卫工人李师傅憨厚地笑着对
记者说， 在近日市温暖基金会发起的 “一元捐 （十元
捐）” 活动中， 李师傅捐了100元。

“这两年我们已经参与了4次这样的捐款活动了，
大家都非常踊跃， 有的捐10元、 20元， 像张师傅这样
捐50元、 100元的也有， 大家就觉得要献份爱心， 互帮
互助。” 海淀环卫中心刘莹对记者说， 就在10月底， 她
刚将海淀近3000名环卫工人捐的3.2万元送到北京市温
暖基金会。

2019年元旦、 春节、 “五一” “9·9公益日” 等时
间节点，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面向全社会发起 “一元捐
（十元捐 ）” 倡议 ， 为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
金” 募集社会爱心资金。 募资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市各
区8万名爱心职工捐款近90万元， 这里面， 饱含着环卫
工人互帮互助的浓烈友爱。 无论是爱心人士、 爱心企
业捐款， 还是环卫工人的 “一元捐 （十元捐）” 活动，
都成为爱的洋流 ， 汇聚到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里， 为患重病的环卫工人筑起一道爱的屏障。

受助者故事：
“我最难时基金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由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两次给予救助的这6
万元钱， 真是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 给了我们坚持活
下去的动力！ ”回首丈夫患病这艰难的4年零4个月，吴
英哽咽了。

今年49岁的吴英是延庆环卫中心清运队的一名环
卫工人， 一家三口过着平静却幸福的日子， 这一切在
2015年7月20日被彻底打破。

其实在这之前， 吴英的爱人就经常头疼， 他一直
琢磨着等冬天不忙时去医院瞧瞧， 7月20日， 一阵剧烈
的疼痛紧紧 “控制” 了他， 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法从沙
发上站起来， 吴英立刻叫救护车送丈夫去了医院。

到医院检查后 ， 医生告诉她 ： 她爱人大脑出血
了， 情况危急， 需要立刻住院！

吴英整个人懵了， 陷入了悲痛之中， 告诉医生：
“您一定想办法救他！”

高额的医药费像巨石， 重重压在吴英心上， 每天
要担心丈夫的病情，要想办法筹集医药费，还得上班，
吴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的。

“我记得很清楚， 到当年的11月30日时， 自费部
分就花了30多万了， 真是愁啊愁， 只能跟周围的亲朋
好友借。” 吴英眼圈再一次红了。

让吴英更忧心的是丈夫脑出血后众多的后遗症：
脑积液、 胰腺炎、 癫痫、 肌肉痉挛……加上之前就有
的高血压， 每天都要吃很多种药。

“我爱人后来大小便不能自理了 ， 头只能扭一
点 ， 手能抬起来 ， 但喝水得喂 ， 语言表达也含混不
清 ， 哪里不舒服 ， 他说不上来 ， 就哭 ， 每到这个时
候， 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的疼。” 吴英告诉记者。

爱人在医院一年， 花去了100多万元， 吴英几乎借
遍了周围的亲朋好友， 而由于长期的忧伤， 她自己也
病倒了： 心慌、 腿麻、 抑郁……只好吃药， 了解她家
里情况的医生都开导她： 你得想开点， 你还得照顾你
丈夫呢。 就在吴英一家最难的时候， 她所在的单位让
她把爱人的医药费单据都留好， 说可以申请时传祥环
卫工人专项基金的救助， 吴英知道这个好消息后， 脸
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2015年、 2016年， 吴英连续两
次拿到了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的救助，共计6
万元，这笔钱对还需要继续康复治疗的吴英家庭来说，
是一笔救命钱。

“人在难处， 谁给你点帮助， 都感激啊， 这笔钱
暖了我们一家人的心， 也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力
量。” 吴英感慨地对记者说。

如今几年下来 ， 吴英的爱人还在进行着康复治
疗， 吴英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痛苦中挣脱出来， 她儿
子大专毕业后， 通过了成人自考， 拿到了本科毕业证
书， 并且有了不错的工作， “因为我家的事， 身边的
工友们都知道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这个基金给
了我们环卫工人浓浓的爱！ 我唯一能做的， 是好好干
工作！” 吴英激动地对记者说。

“我公公是胰腺癌晚期， 我婆婆天天陪护着， 我
和老公的收入都不高， 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家里的负

担很重啊！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给了我家5万元救
助金， 真是雪中送炭！” 白飞说这些话时， 泪水在眼
眶里打转。

白飞口中的公公名叫杨成， 他今年55岁， 是密云
环卫中心的一名清运工， 平时身体一直很健康的他，
今年有段时间一直感觉胃疼， 一直到12月份疼得受不
了， 去医院检查， 竟然确诊是胰腺癌晚期！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让全家人难受得不行。 我
公公住院后就马上开始治疗， 先后进行了7次化疗， 1
次放疗， 医药费花了近30万元， 很多都是向亲朋好友
借的。” 白飞说。

后来老杨情况好了些，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还能

正常说话， 下半年的时候病情又加重， 下不了床， 大
小便不能自理， 他的老伴一直伺候着他。

老杨的老伴没有工作 ， 血压血糖都高 ， 还得吃
药， 儿子在一家公司干后勤， 儿媳在一家餐厅当服务
员， 儿子儿媳每月收入加起来也就6000元， 他还有两
个孙女， 一个上幼儿园， 一个上小学， 沉重的医药费
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来气。

今年7月底， 杨成所在单位替他申请了时传祥环卫
工人专项基金， 就在11月初， 他拿到了5万元救助金。

“这5万元对于我们家来说太珍贵了， 接下来一段
时间的医药费总算有着落了， 真的太感谢工会了！ 家
里负担重， 我们收入又不高， 工会的关爱给了我们坚
持下去的力量。” 白飞激动地说。

据记者了解， 2013年起， 每年向时传祥专项基金
申请救助人数均在100人以上， 其中连续多次申请人员
逐年增加。 因癌症、 肾病、 心脑血管等慢性病需长期
治疗 ， 患病职工在首次申请后 ， 后续每年都会再申
请， 申请超过两次的有253人， 最多的达6次。

展望未来：
工会将联合更多社会力量长效救助

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说， 在对各环卫中心的
送款及走访活动中了解到， 9年来， 基层环卫工人对
专项基金的认知已广泛普及。 环卫工人不但知道时传
祥专项基金 ， 对基金的申报细节也都有较全面的了
解。 环卫职工在患大病时首先就能想到时传祥专项基
金， 在心理的信赖程度上， 也将时传祥专项基金排在
最前面。

而能有这样广泛的被认可， 源于市温暖基金会制
定了严格的项目执行细则，而且审核审批程序严密，基
金运作全程透明公开。每名工人在获得救助前 ，均在市
温暖基金会官方网站公示三天，公示结束后，才发放救
助金。对所有一次性救助1万元以上的案例，均采取现
场发放制度， 由专项基金项目执行组成员以面对面的方
式将救助款直接发放到环卫职工本人手中。

展望未来， 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说， 将联合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搭建长效救助机制； 利用各类媒
体和活动扩大影响力， 深层次挖掘救助潜力； 进一步
用微信公众号宣传推广， 吸引更多的日常微信捐款，
并及时向爱心捐款人士回馈捐款信息及项目进展情
况； 通过搭载以体验公益和宣传公益为目的的公益班
车和义卖等项目， 扩大专项基金影响、 募集更多爱心
资金和物品， 为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注入更
多爱的能量， 以便为更多患重病的环卫工人及家属撑
起一片明媚的蓝天！

（文中环卫工及家属全为化名）

9年来的成绩：
救助811人次，发放894.91万元

“提起工会， 提起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我
们全家都是满满的感激啊！” 来自昌平的环卫工人张
平激动地说。

2010年11月， 由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市市政市容
管委、 东城区人民政府发起， 联合首发集团、 环卫集
团、 大爱乾坤集团等多家爱心企业捐资设立了 “时传
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 用于北京市环卫工人及
其家庭成员重大疾病医疗和因突发事件或意外灾害造
成生活困难的临时应急救助。

今年57岁的张平是昌平环卫中心的一名司机， 他
年轻的时候在不上班时爱喝酒 ， 前几年查出有酒精
肝， 就不喝了。 去年7月份， 在上班期间， 张平去厕
所解手， 突然觉得脑瓜子晕， 马上就有一口血从嘴里
喷了出来！ 到医院检查， 他也没觉得是多大的病， 结
果做了胃镜， 医生告诉他很危险， 得马上转院， 到北
京地坛医院确诊是重度肝硬化！

“我当时头 ‘轰’ 的一声， 竟然这么严重， 我老
伴也吓了一跳， 我马上就住院开始治疗了。” 张平告
诉记者。 随后过了一段时间平稳出院了， 张平还需要
定期到医院复查， 去年12月， 张平和老伴到昌平中医
院拿药， 他在椅子上坐着， 老伴在排着长队。

“我听到他急促唤我， 扭头的瞬间， 就听到 ‘哐
当’ 一声， 他倒在椅子边， 跑过去， 发现他边上有一
滩血， 还磕掉了三颗牙， 我脑瓜子一片混乱， 怕他出
危险， 赶紧给闺女打电话： ‘你爸又吐血了， 赶紧来
医院！’ 随后叫救护车送他到了地坛医院进行急救！”
张平的老伴告诉记者。 随后医院给出最佳治疗方案是
建议换肝， 鉴于巨额费用，张平选择了保守治疗，很快
脱离了生命危险。 到春节时， 自付的医药费已经达到
了14万多元， 这笔钱对张平这个普通家庭来说， 是笔
巨款， 他每月工资不高， 老伴务农没工作， 做社工的
女儿工资也不高， 对于接下来治疗所需要的费用， 一
家人陷入了困顿。

“这时候单位出面， 替我申请了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基金救助， 今年6月份， 我拿到了5万元救助， 这
么一笔巨款啊， 想想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医药费有
了 ， 我心里乐开了花儿 ， 老伴知道后 ， 也很高兴 。”
张平激动地告诉记者。

今年4月和10月， 张平做了两次复查， 情况很稳
定 ， 虽然还需要吃药 ， 但他的心态很平静 ， 他说 ：
“有工会这么暖心的关爱，我可以安心做好康复了。 ”

据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时传祥环卫工
人专项温暖基金救助力度大， 覆盖范围广， 救助对象

不受合同性质、 工种类型、 户籍归属地的限制。 环卫
职工本人患大病、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患大病、 因遭受
意外灾害等情况导致临时困难等等情况， 均可获得专
项基金的救助。

今年55岁的江勇是2010年最早一批受助的环卫工
人。 他在上学时曾被车撞， 做过手术， 昏迷了21天才
醒， 成年后腿有点瘸。 江勇之后成为朝阳的一名环卫
工人， 他清扫马路， 娶妻生子。 妻子也干保洁， 儿子
周末从学校骑车回家， 被醉酒司机撞残了， 几次给孩
子看病， 家里经济更趋困难； 2010年江勇骨质增生压
迫四肢神经， 导致走不了路， 拿不了东西， 做手术花
了近10万元， 妻子着急之下也病倒了， 到医院查出有
子宫肌瘤， 借钱做完手术， 全家几乎穷得吃不上饭。

“那时候特别绝望， 想哭都没泪， 没活下去的勇
气， 没想到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救助了我5万元，
那真的是救命钱！ 我有了生的动力，现在老伴和儿子都
工作着， 日子好多了。” 说到过往， 江勇语气哽咽了。

像这样感人的救助故事， 还有很多。 环卫工人患
大病， 最高可获5万元救助， 已有46人获得最高额救
助； 环卫工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患大病， 最高可获3万
元救助， 已累计有30人获得此类最高额救助； 遭受意
外灾害可获5000—10000元救助， 已有15人获得此类最
高额救助。 在工作岗位上因突发疾病和意外灾害导致
死亡的， 可一次性获得5万元救助； 对一些家庭生活
实在困难又不在专项基金救助范围之内的环卫职工，
经专项基金项目执行组讨论同意后可按特殊情况给予
救助。 9年来， 已救助困难环卫工人811人次， 发放救
助金894.91万元。

2011年11月16日，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
在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委托搜狐网进行的2011年
度 “彩虹心” 慈善公益明星项目网络评选活动中获得
第一名； 基金项目组长项新波获得 “彩虹心” 慈善公
益明星 （优秀） 个人网络投票第一名。

奉献爱的人：
要让环卫工在愁容满面时得到安慰

据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时传祥环卫工
人专项温暖基金的资金来源社会化程度很高， 共收到
12个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款669.41万元， 其中项新
波以大爱乾坤、 新波环保、 德州置业、 烟台海德等企
业名义多次进行大额捐赠。

民营企业家项新波在2010年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
基金设立时一次性拿出300万元，捐给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温暖基金，是个人捐款最大的一笔。 后来他当选为
“时传祥专项基金”项目组的组长，凡是单人超过一万
元的救助金， 项新波和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都会一起送到环卫工人手上。
“他们把干净和整洁给了城市， 却把脏乱臭留给

了自己！” 说起环卫工人， 项新波明亮的眼眸闪过了
一丝沉重。

项新波至今还记得把5万元救助金放到刘兴父亲手
上时， 对方感激的神情。 刘兴是北京环卫集团下属京
环资源公司职员， 主要负责垃圾资源回收利用， 老家
在辽宁本溪。 2014年11月30日， 他突然发起高烧， 到
医院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极重型）、 低增生性骨
髓异常性综合症。 其父下岗多年， 其母为小学老师，
医药费已经花费了100多万元。 为了看病， 父母把老家
的房子卖掉， 还向周围的亲戚借了不少钱。 此时， 时
传祥环卫基金决定救助他5万元。

“环卫工人生活本来就不容易， 一旦患了大病，
真的很绝望， 我献了一份爱心， 让他们在愁容满面时
得到一丝安慰， 我很欣慰啊！” 像刘兴这样患大病的
环卫工人， 这些年， 项新波见了几百个。 近几年， 他
又陆续捐了上百万元， 目前已累计为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温暖基金捐款500多万元。

“环卫温暖基金救助了不少工友， 我们能捐点儿
就捐点儿， 这样大家一起努力， 谁遇到难处了大家伙
也算出了份力！” 海淀环卫工人李师傅憨厚地笑着对
记者说， 在近日市温暖基金会发起的 “一元捐 （十元
捐）” 活动中， 李师傅捐了100元。

“这两年我们已经参与了4次这样的捐款活动了，
大家都非常踊跃， 有的捐10元、 20元， 像张师傅这样
捐50元、 100元的也有， 大家就觉得要献份爱心， 互帮
互助。” 海淀环卫中心刘莹对记者说， 就在10月底， 她
刚将海淀近3000名环卫工人捐的3.2万元送到北京市温
暖基金会。

2019年元旦、 春节、 “五一” “9·9公益日” 等时
间节点，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面向全社会发起 “一元捐
（十元捐 ）” 倡议 ， 为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
金” 募集社会爱心资金。 募资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市各
区8万名爱心职工捐款近90万元， 这里面， 饱含着环卫
工人互帮互助的浓烈友爱。 无论是爱心人士、 爱心企
业捐款， 还是环卫工人的 “一元捐 （十元捐）” 活动，
都成为爱的洋流 ， 汇聚到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里， 为患重病的环卫工人筑起一道爱的屏障。

受助者故事：
“我最难时基金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由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两次给予救助的这6
万元钱， 真是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 给了我们坚持活
下去的动力！ ”回首丈夫患病这艰难的4年零4个月，吴
英哽咽了。

今年49岁的吴英是延庆环卫中心清运队的一名环
卫工人， 一家三口过着平静却幸福的日子， 这一切在
2015年7月20日被彻底打破。

其实在这之前， 吴英的爱人就经常头疼， 他一直
琢磨着等冬天不忙时去医院瞧瞧， 7月20日， 一阵剧烈
的疼痛紧紧 “控制” 了他， 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法从沙
发上站起来， 吴英立刻叫救护车送丈夫去了医院。

到医院检查后 ， 医生告诉她 ： 她爱人大脑出血
了， 情况危急， 需要立刻住院！

吴英整个人懵了， 陷入了悲痛之中， 告诉医生：
“您一定想办法救他！”

高额的医药费像巨石， 重重压在吴英心上， 每天
要担心丈夫的病情，要想办法筹集医药费，还得上班，
吴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的。

“我记得很清楚， 到当年的11月30日时， 自费部
分就花了30多万了， 真是愁啊愁， 只能跟周围的亲朋
好友借。” 吴英眼圈再一次红了。

让吴英更忧心的是丈夫脑出血后众多的后遗症：
脑积液、 胰腺炎、 癫痫、 肌肉痉挛……加上之前就有
的高血压， 每天都要吃很多种药。

“我爱人后来大小便不能自理了 ， 头只能扭一
点 ， 手能抬起来 ， 但喝水得喂 ， 语言表达也含混不
清 ， 哪里不舒服 ， 他说不上来 ， 就哭 ， 每到这个时
候， 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的疼。” 吴英告诉记者。

爱人在医院一年， 花去了100多万元， 吴英几乎借
遍了周围的亲朋好友， 而由于长期的忧伤， 她自己也
病倒了： 心慌、 腿麻、 抑郁……只好吃药， 了解她家
里情况的医生都开导她： 你得想开点， 你还得照顾你
丈夫呢。 就在吴英一家最难的时候， 她所在的单位让
她把爱人的医药费单据都留好， 说可以申请时传祥环
卫工人专项基金的救助， 吴英知道这个好消息后， 脸
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2015年、 2016年， 吴英连续两
次拿到了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的救助，共计6
万元，这笔钱对还需要继续康复治疗的吴英家庭来说，
是一笔救命钱。

“人在难处， 谁给你点帮助， 都感激啊， 这笔钱
暖了我们一家人的心， 也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力
量。” 吴英感慨地对记者说。

如今几年下来 ， 吴英的爱人还在进行着康复治
疗， 吴英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痛苦中挣脱出来， 她儿
子大专毕业后， 通过了成人自考， 拿到了本科毕业证
书， 并且有了不错的工作， “因为我家的事， 身边的
工友们都知道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 这个基金给
了我们环卫工人浓浓的爱！ 我唯一能做的， 是好好干
工作！” 吴英激动地对记者说。

“我公公是胰腺癌晚期， 我婆婆天天陪护着， 我
和老公的收入都不高， 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家里的负

担很重啊！ 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基金给了我家5万元救
助金， 真是雪中送炭！” 白飞说这些话时， 泪水在眼
眶里打转。

白飞口中的公公名叫杨成， 他今年55岁， 是密云
环卫中心的一名清运工， 平时身体一直很健康的他，
今年有段时间一直感觉胃疼， 一直到12月份疼得受不
了， 去医院检查， 竟然确诊是胰腺癌晚期！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让全家人难受得不行。 我
公公住院后就马上开始治疗， 先后进行了7次化疗， 1
次放疗， 医药费花了近30万元， 很多都是向亲朋好友
借的。” 白飞说。

后来老杨情况好了些，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还能

正常说话， 下半年的时候病情又加重， 下不了床， 大
小便不能自理， 他的老伴一直伺候着他。

老杨的老伴没有工作 ， 血压血糖都高 ， 还得吃
药， 儿子在一家公司干后勤， 儿媳在一家餐厅当服务
员， 儿子儿媳每月收入加起来也就6000元， 他还有两
个孙女， 一个上幼儿园， 一个上小学， 沉重的医药费
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来气。

今年7月底， 杨成所在单位替他申请了时传祥环卫
工人专项基金， 就在11月初， 他拿到了5万元救助金。

“这5万元对于我们家来说太珍贵了， 接下来一段
时间的医药费总算有着落了， 真的太感谢工会了！ 家
里负担重， 我们收入又不高， 工会的关爱给了我们坚
持下去的力量。” 白飞激动地说。

据记者了解， 2013年起， 每年向时传祥专项基金
申请救助人数均在100人以上， 其中连续多次申请人员
逐年增加。 因癌症、 肾病、 心脑血管等慢性病需长期
治疗 ， 患病职工在首次申请后 ， 后续每年都会再申
请， 申请超过两次的有253人， 最多的达6次。

展望未来：
工会将联合更多社会力量长效救助

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说， 在对各环卫中心的
送款及走访活动中了解到， 9年来， 基层环卫工人对
专项基金的认知已广泛普及。 环卫工人不但知道时传
祥专项基金 ， 对基金的申报细节也都有较全面的了
解。 环卫职工在患大病时首先就能想到时传祥专项基
金， 在心理的信赖程度上， 也将时传祥专项基金排在
最前面。

而能有这样广泛的被认可， 源于市温暖基金会制
定了严格的项目执行细则，而且审核审批程序严密，基
金运作全程透明公开。每名工人在获得救助前 ，均在市
温暖基金会官方网站公示三天，公示结束后，才发放救
助金。对所有一次性救助1万元以上的案例，均采取现
场发放制度， 由专项基金项目执行组成员以面对面的方
式将救助款直接发放到环卫职工本人手中。

展望未来， 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说， 将联合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搭建长效救助机制； 利用各类媒
体和活动扩大影响力， 深层次挖掘救助潜力； 进一步
用微信公众号宣传推广， 吸引更多的日常微信捐款，
并及时向爱心捐款人士回馈捐款信息及项目进展情
况； 通过搭载以体验公益和宣传公益为目的的公益班
车和义卖等项目， 扩大专项基金影响、 募集更多爱心
资金和物品， 为时传祥环卫工人专项温暖基金注入更
多爱的能量， 以便为更多患重病的环卫工人及家属撑
起一片明媚的蓝天！

（文中环卫工及家属全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