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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保险为 51.5万环卫工人捐赠保险
已支付理赔金超过 400 万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近日，

记者从新华保险湖南分公司了解到，截止目

前，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

动共为 51.5 万名环卫工人捐赠了保额 515 亿

元的保险，其中，已完成 45 例环卫工人人身

意外伤害理赔案，累计支付身故、伤残理赔

金 401 万元。

该公益行动于 2017 年 8 月启动，目的是为

全国各地的环卫工人每人捐赠最高保额为 10 万

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截止目前，该项目已

经覆盖全国 56 个大中城市。

此外，截止 2018 年年底，新华保险的精准

扶贫项目也已覆盖全国 7 个省区，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户 3 万余人，其志愿服务活动超 400 场，

“致敬劳动者”和“劳动者最美”的主题志愿服

务遍及全国各地。

善行

今日女报全媒体携手湖南省人民医院开展“爱

肩保膝，健康运动”科普活动

快报名！免费为18 名肩膝疼痛患者治疗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杨一博）在我国，肩膀痛经常被认为是得了“肩

周炎”，因此导致误治、盲目运动、病情恶化

的现象非常普遍。为此，今日女报携手湖南省

人民医院，于 1 月 12 日开启为期 3 个月共 3

次的“爱肩保膝，健康运动”系列科普活动。

活动现场将提供免费的关节疼痛方面的检查及

保守治疗，其中 15 名（每次 5 名）患者有机

会获得一个疗程的免费保守治疗，同时针对因

肩痛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下岗女职工开展精准

扶贫，其中 3 名（每次 1 名）女性患者有机会

获得一次免费住院手术治疗。

“科学不普及到老百姓身边，伪科学就可

能会伤害老百姓。” 湖南省人民医院关节与运

动医学科主任王靖表示，不仅肩膀痛常被误

以为是肩周炎，膝关节痛也常被认为是得了

“骨质增生”，其实，大部分肩膀痛是由“肩

袖撕裂、肩峰撞击症、肩关节不稳、冈上肌

腱钙化”等疾病引起，膝关节痛则是“骨性

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滑囊炎、鹅足腱炎、

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引起。如果盲目地针

对“肩周炎”进行爬墙、甩手、吊单杠等锻炼，

盲目针对“骨质增生”进行药物治疗，往往

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甚至会加重病痛。“因此，

我们联合今日女报等相关单位举办这个公益

活动，就是让正确的医学走近老百姓，为‘健

康中国’加油！”

据了解，“爱肩保膝，健康运动”系列科

普活动为期三个月，每月举行 1 次现场活动。

首场活动将于 1 月 12 日上午 9：00 在湖南省

人民医院天心阁院区门诊大厅举行。当天，专

家将以《肩痛≠肩周炎》《膝盖痛≠骨质增生》

《人老腿不衰——中老年人膝盖痛的防治及保

膝治疗》《膝痛如何不再来——生活及运动中

膝关节正确使用》等为题进行公益健康讲座；

还有 2018 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亚运会保障营

的康复专家现场指导健康运动，复杂肩膝关节

疼痛及术后康复困难的患者更有机会获得其现

场免费康复治疗。

报名参与热线：0731-82689452（今日女
报）；13907315846（省人民医院）

善果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吟咏柑橘的名篇佳句，如今也
有很多人选择种植柑橘，以期改善生活。本期报道中的两位主人公，更是期望通过种植柑橘与命
运抗争。然而，“可以荐嘉客”的柑橘，如今在销售上却遭遇“奈何阻重深”的窘境。

诗云“运命唯所遇”，人生遭遇往往不一，但人心柔软，我们遇见、感受他们的故事，也期待
您的触动、援手——在这个寒冬里，用关注与爱还他们“一年好景”。

编
者
按

“近 10 天来，我手机 里增加了

三四百个好友，卖掉了 7000 多斤柑

橘！”1 月 8 日，永州市道县白芒铺

乡彭家村的何锡文高兴地通过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表达着内心的激动：

“非常感谢各位爱心人士，感谢今日

女报的报道！”

现年 29 岁的何锡文有一对双胞胎

儿子，但双胞胎中的弟弟何志（化名）

一出生就进了重症监护室，住院 40

多天，花了几十万元，家里债台高筑。

尽管当父亲的拼尽了全力，但何志还

是因为缺氧导致脑瘫，如今 6 岁了仍

不会走路——而孩子的母亲坐完月子

后就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无奈，何锡文走上了边打工还债

边为孩子治疗的艰辛之路。2016 年，

何锡文带着何志到湖南省儿童医院

治疗，遇到一名好心的脑瘫患儿家长，

对方告诉他，在长沙县城西小区附近

的湘雅博爱康复医院有免费治疗项

目。在长期帮助脑瘫患儿家庭的志

愿者“丫丫妈”的帮助下，何锡文为

儿子拿到了免费康复治疗的指标，并

租住在长沙县城西小区。

“一边打零工，一边带他每天做

康复。”何锡文告诉记者，为了赚钱，

他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摆过小摊、

做过家政清洁工、帮人卸过货……

因为何志不能走路，他每次都要带

着何志一起出门，把他安置在自己

看得见的地方，而何志也会给父亲

加油。“有一次，我帮人卸货，这批

种百亩柑橘救子，永州单亲奶爸盼销路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供图：受访者

1 月 12 日上午 10 时，李侃等
爱心人士将在仰天湖小学附近，组
织家长带着孩子到附近社区、黄
兴路步行街义卖或宣传何锡文的
柑橘。有需要的爱心人士或企业
可以去现场购买，或联系何锡文

（13755128920）。

为病妻筹钱，桃源老兵悉心打理柑橘园

与何锡文一样自力更生却遭遇柑

橘销售困境的，还有常德市桃源县

热市镇代家岗村的老兵戴仁喜。

戴仁喜于 1985 年 11 月进入岳阳

武警部队当兵，服役期间表现优秀，

曾两次立三等功。

2013 年，退役的戴仁喜与吉朵

取习结婚，次年有了小宝宝。然而，

小宝 宝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他们花光了积蓄，四处筹钱，仍然

没能挽救孩子。

吉朵取习来自四川大凉山，是彝

族人。她上有年过古稀的母亲，还有

6 个兄弟姐妹，娘家穷得揭不开锅。

戴仁喜夫妇坚强地面对着生活的

苦难，后来还再次拥有了一个女儿。

退役后，患有风湿关节炎的戴仁

喜干不了重活，便栽种柑橘维持生

计。本以为一家人的生活将慢慢变好，

但在 2018 年 11 月，吉朵取习被查出

患上了宫颈癌。

在湖南肿瘤医院花掉 4 万多元做

手术后，由于无法再承受医药费、治

疗费，吉朵取习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

提前出院，在家用中药调理。

吉朵取习说 ：“手术切除子宫后，

我感觉到双腿无力，时常潮热出汗，

什么也干不了。”

戴仁喜没有放弃，在照顾好妻

女的同时，自己仔细打理果园。果

园虽然年年丰收，但一年只有两万

元左右的收入，而今年，他遭遇了

销售难题。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吴裴

来到戴仁喜的果园，黄澄澄
的橘子挂满枝头，约有万斤。笔
者尝了一下，可真甜。需要的朋
友可以订购， 也是一 份冬日里
的 爱心 和 温 暖。 戴 仁 喜 电话：
17377965244

货总共有 3 吨，比较

重， 他 看 我 背 得累，

就在一旁大声喊‘爸

爸加油’，那一刻，我

又 充 满了力量！” 何

锡文告诉记者。

同 样 是 在 2016

年，何锡文在家乡承

包了 100 亩左右的荒

山，用来种植沃柑和

帝王柑，“打零工毕竟

不是长久之计，而何

志的治疗费又不是小

数目，如果不是免费，他一天的康

复费就超过 300 元。我得为两个儿

子的将来考虑，尤其是何志，如果

他真的一辈子走不了，起码我得给

他留一笔钱，能够保障他有尊严地

生活”。

但让何锡文措手不及的是，2018

年 11 月，何志的免费治疗到期，加

上他已年满 6 岁，将不能再享受免费

康复治疗。这意味着，要给何志继续

治疗，何锡文在此前债务尚未还清的

情况下，又将面临一笔巨大的支出。

而他种的柑橘，2017 年只收获了 100

多斤，2018 年虽然迎 来丰收年，挂

果约 2 万斤，却遭遇销售难题。

2018 年 12 月 28 日，今日女报全

媒体以《请帮忙！双胞胎中弟弟患脑

瘫，永州单亲奶爸种柑橘筹钱遭遇

销路难》为题对何锡文的境况进行

了报道，引来了众多爱心人士的关注，

大家也纷纷施以援手。

长沙县金鑫舞蹈学校的蒋聪平

夫妇提供学校场地给何锡文当作仓

库，并开车为购买了柑橘的顾客送

货上门；星沙中学的李萍老师和郭

银老师，还有班上的家长也积极购

买并参与转发；长沙市长郡双语实

何锡文带两个孩子上山摘柑橘。

验中学 1713 班学生周文浩的父亲

购买了几百斤柑橘……很快，三四

百名爱心人士加了何锡文的微信，

截止 1 月 8 日，已经销售柑橘 7000

多斤。

看到何锡文依然有近 1 万斤柑橘

没有销售出去，1 月 5 日，长沙市仰

天湖小学三乙班学生缪妙的母亲李

侃，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表达了组

织学生和家长进行义卖的想法。“我

们以前就带着孩子给长沙县城西小

区的脑瘫患儿家庭送过米、油、食

品和一些钱。看到何锡文的故事后，

很想帮助他！”李侃告诉记者，她的

建议在家长群得到了七八十名家长的

支持，她的女儿在班上提议后也得

到了同学们的响应。

扫一扫，
爱心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