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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妈妈工作日记

只想多给你点爱
阴 高邮镇宝塔小学 杨 丽

被帮扶对象：
钱佳文

时间：8 月 1日

为什么呢？我自认挺有亲和力的呢。
一大早，冒着酷暑，我满怀激动与期盼，驱
孩子妈妈道出了原委。今早，小佳文一听说
车前往我的
“新女儿”—钱佳文家里。因为道
——
有个爱心妈妈要来，就急着问妈妈：
“ 妈妈，妈
路不熟，
加上乡村小路曲折悠远，
需要边行边摸
妈，
我表现不好吗？你不要我了吗？我不要别人
索，但我内心非常镇定，一种信念默默支撑着
做我妈妈。”
尽管家里人解释了半天，但来了个
我，
加油！
“妈妈”
还是让小小的她难以释怀，提心吊胆。
佳文原本有一个温馨的家，爸爸、妈妈、姐
听了这样的话，让人好心酸，家庭突遭变
姐都很呵护她，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使这一
故，
但孩子生活在妈妈的怀抱里，再苦都是幸福
家顿时陷入了黑暗。今年三月，
孩子爸爸突发心
的！她依恋这个温馨的家！
脏疾病，
在上海做了换瓣手术，
虽最终从死神手
孩子，
不要害怕，
我不是让你离开妈妈的怀
里逃脱，
但由于其没有医保，几十万的医疗费耗
抱，
更不是来抢占你妈妈的地位，我只是想多给
尽了家里的积蓄，
还欠下不少外债，
况且他不能
你一个温暖的怀抱来依靠，让你比别的小孩再
再从事体力劳动，
需终生服药，
不能给家庭带来
多一点爱。我知道，让你完全接纳我，不是一天
收入，
加上两个孩子都在上学，
重担全压在孩子
两天、一月两月能完成的事，但没关系，我们有
妈妈柔弱的肩膀上。
的是时间，有的是信心。请让我和你的家人一
盘点着佳文家的情况，
终于找到了她家。一
起，
关心你、
陪伴你、
呵护你，让你心头的“乌云”
个简简单单的小瓦房，比我想象中还要糟糕，
但
散去，
让你稚嫩的脸上重绽笑容，让你的童年快
最令我奇怪的是，
对于我的到来，
小佳文似乎不
太欢迎，始终绷着小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乐飞扬。

“看到他现在的生活，我心里就踏实了”
2014 年，市公安局车逻派出所副所长
李传林发现一名患有精神病的流浪汉，将
其送往高邮救助站。流浪汉在邮接受治疗
两年多有所好转。李传林根据其透露的一
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几经周折终于帮这名
离家 23 年的流浪汉回到家。
2014 年 12 月 9 日，李传林在巡逻执
勤途中，
发现一名流浪汉站在车逻朝阳大道
路边，
头发很长，
浑身脏兮兮的，
操着一口山
东口音，却说不清自己的姓名和家庭地址，
且其行为举止不太像正常人。李传林便将男
子送往救助站。事后，
李传林暗下决心，
要帮
该男子回家。半个月后，
因为这名流浪汉患
有
“精神发育迟滞”
，
救助站将其送往当地的
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李传林得知后，
经常去
医院看他。时间一晃就是两年多。
今年 4 月 20 日，
李传林接到医院打来
的电话称，那名流浪汉经过治疗神志清晰
了一些。李传林立即赶到医院，
询问其身份
信息，但只得到“汪高、山东、刘庄、莒南大
店公社、
姊妹五个”
等支离破碎的字眼。
李传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与山东省
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派出所的社区民警
取得联系，请对方帮忙查找当地有没有一

个叫“汪高”的人，结果查无此人。随后，李
传林又联系当地救助机构。几经周折，终于
查到那名流浪汉叫王洪金，是山东省临沂
市莒南县大店镇将军山前村人，在外流浪
二十几年，当地派出所及其亲戚都以为他
已失踪死亡，并将户口注销。最终，王洪金
被救助机构送回了家。
王洪金虽然回到了老家，但李传林心
中仍然不太踏实，他想亲眼看看王洪金如
今生活得好不好。7 月 31 日，李传林驱车
4 个多小时抵达王洪金的家乡，顾不上休
息，就赶到大店镇派出所。
在派出所，李传林见到了与他一同帮
忙寻找王洪金家的社区民警李龙。李龙告
诉李传林，王洪金回到大店镇后，当地派出
所帮他重新上了户口，王洪金所在的将军
山前村村委会将他安置到大店镇敬老院生
活，一切开销由财政保障。
当天下午，
李传林拎着慰问品来到大店
镇敬老院看望王洪金，
仔细询问其现在的生
活状况。王洪金的姐姐闻讯赶来，
向李传林
表达了感谢之情。
“这是我应该做的，
看到他
现在生活得如此安宁，
我心里就踏实了。”
李
传林说。通讯员 王道 徐维华 记者 王小敏

交行扬州高邮支行“五星级网点”创建工作接受“市考”
2017 年 8 月 1 日下午，
扬州市银行业协会检查组陈爱平书记、
秘书长李璐一行来邮，
对交通银行扬州高邮支行
“五星级网点”
创建工作进行检查验收。交通银行扬州
分行副行长陶军、
消保部负责人陪同检查验收。

图一：
检查组专家分成三组分别对交通银行扬州高邮支行现场、
录像、
台账进行了细致检查。交通银行扬州分行消保部负责人、
交通银行扬州高邮支行负责人
全程陪同，
并为检查组人员作细致解答；
图二:检查组察看交通银行扬州高邮支行营业大厅环境；
图三：
专家正在向工作人员进行问询；图四：查台账资料；
图五：专
家对录像进行检查指导；
图六：
检查结束后，
专家组将检查情况进行了反馈，
对交通银行扬州高邮支行的创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员工的贴心服务表示称赞，
并
根据检查情况提出了细化提升的建议。
交通银行扬州高邮支行负责人表示，
创建
“五星级网点”
是提升服务水平的过程，
交通银行扬州高邮支行将进一步对照检查标准，
按照检查组的整改意见，
逐条补充完善，
全体员工必将以饱满的热情，
全身心为客户服务，
将交行的服务品牌发扬光大。

交通银行扬州高邮支行创建五星网点专题报道之五

高邮巧妹子无公害黑猪肉又开新店啦！
自 2011 年 9 月 16 日高邮巧妹子科技养殖园无公害农副
产品投放市场至今已近 7 年，其中味道鲜美的黑猪肉深受消费
者的青睐。为了方便更多的市民购买巧妹子无公害黑猪肉和其
他生态无公害蔬菜等系列农副产品，高邮巧妹子科技养殖园在
邮城投放第一家直营中心、第二家直销店均供不应求的形势
下，8 月 12 日（本周六）将在文游中路 290 号隆重新开第三家
直营店！
开业前三天将连续举办优惠促销活动。
欢迎广大新老客户前去购买，进店顾客可以享受实实在在
的优惠活动。
订购热线：
18012319107（赵女士）

优惠促销活动如下：
品名

巧妹子报价

品名

巧妹子报价

黑猪肉
梅条肉
肉丝
肉泥
排骨
筒子骨
猪爪
脊骨（龙骨）

12.80 元 /斤
16.00 元 /斤
10.50 元 /斤
9.80 元 /斤
20.00 元 /斤
12.80 元 /斤
12.80 元 /斤
8.00 元 /斤

扇骨
鲜猪腰
猪板油
肚子
心肺
猪肝
大米
草鸡蛋

12.80 元 /斤
18.00 元 /副
6.00 元 /斤
20.00 元 /只
13.00 元 /副
10.00 元 /挂
50.00 元 /袋
7.00 元 /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