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第二批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对象名单

乡（镇） 村（居）

1 许金密 龙浔镇 园丁社区 患左乳外象限浸润性导管癌住院治疗。 5000

主要困难情况
补助金额
（元）

序号
家庭住址

姓　名

2 陈雪香 龙浔镇 兴南社区 本人因患子宫癌住院治疗，家庭困难。 4000

3 徐其成 龙浔镇 德新社区 双侧髂动脉瘤等多种疾病住院治疗。 4000

4 李玉敬 龙浔镇 宝美村 本人患乳腺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3000

5 颜黎川 龙浔镇 丁溪村 患宫颈腺鳞癌住院治疗。 3000

6 张国端 龙浔镇 丁墘村 患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住院治疗。 3000

7 李丽梅 龙浔镇 丁墘村 患乳腺癌住院治疗。 2000

8 张声明 龙浔镇 丁墘村 患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住院治疗。 2000

9 吴文成 龙浔镇 兴南社区 本人患鼻咽恶性肿瘤住院治疗，家庭困难。 2000

10 颜惠生 龙浔镇 德新社区 患心脏病住院治疗。 2000

11 方志成 龙浔镇 浔东社区 本人左侧基底节出血（并破入脑室）住院治疗。 2000

12 高峰 龙浔镇 大洋社区 患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住院治疗。 2000

13 杨青 龙浔镇 南门社区 患肿瘤住院治疗。 2000

14 彭华财 浔中镇 浔中村
因前交通动脉瘤破裂伴蛛网膜下隙出血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
难。

5000

15 王金希 浔中镇 浔中村 因腹主动脉瘤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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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二批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对象名单

乡（镇） 村（居）
主要困难情况

补助金额
（元）

序号
家庭住址

姓　名

16 曾广伟 浔中镇 祖厝村 因患食道癌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4000

17 徐金兰 浔中镇 祖厝村 因胃窦亲润兴低分化腺癌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4000

18 郑秀刊 浔中镇 祖厝村 因胃体部局部溃疡型低粘附性癌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4000

19 高正峰 浔中镇 东埔社区 下咽全喉切除住院治疗。 4000

20 庄家党 浔中镇 浔中村 因胰腺肿块伴出血伴胰管扩张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3000

21 甘跳 浔中镇 浔中村
因阵发性心房颤动高血压病3级，高血压性心脏病住院治疗，造成
家庭经济困难。

3000

叶碧琴 浔中镇 石山村 因双眼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住院治疗 造成家庭经济困难22 叶碧琴 浔中镇 石山村 因双眼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3000

23 曾瑞琼 浔中镇 石山村 因患食管癌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3000

24 郑秀聪 浔中镇 凤凰社区 因乳腺癌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3000

涂素玉 浔中镇 凤池社区 因舌癌住院治疗 造成家庭经济困难25 涂素玉 浔中镇 凤池社区 因舌癌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3000

26 曾宪顺 浔中镇 石山村 患食道癌，糖尿病住院治疗。 3000

27 罗秀凤 浔中镇 浔中村 因左颈内动脉后交通动脉瘤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2000

钟国春 浔中镇 浔中村 因腰 骨继发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造成家庭经济困难28 钟国春 浔中镇 浔中村 因腰3骨继发恶性肿瘤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2000

29 曾开彬 浔中镇 石山村 因患食管恶性肿瘤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2000

30 曾秀梅 浔中镇 石山村 因患肾病综合征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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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王秀云 浔中镇 富东社区 因患滤泡性淋巴瘤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2000

32 林英珍 浔中镇 龙东社区 丈夫周鹏飞患肝癌住院治疗。 2000

33 李国忠 盖德镇 盖德村 食管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5000

34 林巧凤 盖德镇 大墘村
药物难治性癫痫，局灶性发作、继发全面强直-痉挛发作、缺血缺
氧性脑损伤后遗症等疾病 住院治疗

400034 林巧凤 盖德镇 大墘村
氧性脑损伤后遗症等疾病，住院治疗。

4000

35 林有泗 盖德镇 山坪村 慢性肾脏病5期，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住院治疗。 3000

36 黄素玲 盖德镇 上地村 胰体浆液性囊肿瘤，住院治疗。 3000

手术后恶性肿瘤化学治疗 食管恶性连接处恶性肿瘤等疾病 住院
37 林周渊 盖德镇 吾华村

手术后恶性肿瘤化学治疗，食管恶性连接处恶性肿瘤等疾病，住院
治疗。

3000

38 徐应春 盖德镇 福阳村 创伤性重型颅脑损伤，左侧颞叶脑挫伤等疾病，住院治疗。 2000

39 林明燕 盖德镇 大墘村 大脑动脉栓塞引起的脑梗死 风湿性心脏病 住院治疗 200039 林明燕 盖德镇 大墘村 大脑动脉栓塞引起的脑梗死，风湿性心脏病，住院治疗 2000

40 陈永德 三班镇 奎斗村 因患尿毒症手术住院治疗，花费巨大。 5000

41 郑佳淦 三班镇 三班村 因父亲重病住院治疗，花光家庭积蓄，负债累累。 4000

42 颜华云 三班镇 泗滨村 因突发脑梗住院治疗，术后肢体乏力，不能言语，生活特别困难。 4000

43 郑淑云 三班镇 龙阙村
患蛛网膜下腔出血，花费大，现在在家，还需家人照顾，经济困难
。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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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二批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对象名单

乡（镇） 村（居）
主要困难情况

补助金额
（元）

序号
家庭住址

姓　名

44 庄文益 三班镇 锦山村 其父亲庄金团患有肿瘤，住院治疗导致生活困难。 4000

45 陈文水 三班镇 奎斗村
因患十二指肠壶腹部息肉型中分化腺癌，花费巨大，造成家庭经济
困难。

3000

46 颜锦简 三班镇 泗滨村
因颈椎后纵韧带骨手术2次，手术治疗费用大，导致家庭生活困难

3000
。

47 颜夏兴 三班镇 泗滨村
其女儿颜晓兰细胞综合症，右侧胸腔积液等原因，术后还需复查吃
药，生活困难。

2000

48 郑梓湖 三班镇 桥内村 其母亲颜秀玉患卵巢恶性肿瘤住院治疗，家庭困难。 2000

49 陈伟都 三班镇 儒坑村
患恶性肿瘤花费大，导致家庭困难，加上后期需药物控制，所需费
用较多。

2000

50 郑惠珍 三班镇 龙阙村
患卵巢恶性肿瘤，其两孩子还在读书，目前还在治疗中，费用花费
大 无力承担

2000郑
大，无力承担。

51 彭金燕 龙门滩镇 霞碧村 因患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3000

52 吴瑞莲 龙门滩镇 朱地村 因丈夫突发动脉瘤住院手术治疗。 3000

53 陈德锭 龙门滩镇 硕儒村 因心脏手术住院治疗 300053 陈德锭 龙门滩镇 硕儒村 因心脏手术住院治疗。 3000

54 刘莲最 龙门滩镇 硕儒村 因意外导致重型颅脑损伤住院治疗。 3000

55 温国华 龙门滩镇 村兜村 因患前交通动脉瘤破裂等手术住院治疗。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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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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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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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林富智 龙门滩镇 村兜村 因患胃恶性肿瘤等住院治疗。 3000

57 温华英 龙门滩镇 湖景村 因患宫颈癌等手术住院治疗。 3000

58 彭桂英 龙门滩镇 碧坑村 患䑛恶性肿瘤癌等住院治疗 3000

59 黄玉美 龙门滩镇 硕儒村 因患腰椎滑脱等住院治疗。 2000

60 曾宪清 龙门滩镇 苏洋村 因患心脏病、糖尿病等手术住院治疗。 2000

61 林梨花 龙门滩镇 村兜村 因患右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等住院治疗。 2000

62 余秀春 龙门滩镇 霞山村 因患腰椎椎管狭窄等手术住院治疗。 2000

63 吴永兴 雷峰镇 蕉溪村 因重度尿毒症住院治疗。 3000

64 吴免 雷峰镇 蕉溪村 因高血压性心脏病、腔隙性突发脑梗死等住院治疗。 3000

65 郑培玉 雷峰镇 李溪村 因右中纵膈占位肿瘤、左侧额部肿瘤住院手术。 3000

66 方炳文 雷峰镇 雷峰村 因胃癌、双肺结石等住院治疗。 3000

67 方沂懋 雷峰镇 雷峰村 因风湿性二尖瓣关闭不全（重度）伴狭窄（轻度）等住院治疗。 3000

陈亚美 雷峰镇 荐解村 患食道癌住院治疗68 陈亚美 雷峰镇 荐解村 患食道癌住院治疗。 3000

69 张金康 雷峰镇 蕉溪村 因结肠癌住院治疗。 2000

70 方连生 雷峰镇 雷峰村 因胃小弯低分化腺癌等住院治疗。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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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方连杉 雷峰镇 雷峰村 因贲门原位癌等住院治疗。 2000

72 陈炳煌 雷峰镇 瑞坂村 因肺部感染、脑萎缩等住院治疗。 2000

73 陈淑美 雷峰镇 瑞坂村 因意外摔伤住院治疗。 2000

74 张天顺 雷峰镇 长基村 因胃体恶性肿瘤贲门胃体溃疡型低分化腺癌住院治疗。 2000

75 刘金春 雷峰镇 长基村 因肺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2000

76 危全民 雷峰镇 格后村 因胃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2000

77 王双珍 雷峰镇 肖坑村 因心血管疾病住院治疗。 2000

78 梁福听 南埕镇 蟠龙村
本人残疾，孙子梁伟斌17岁在泉州读中专；大儿子梁锦城43岁离
异，于2022年3月在哈尔滨突发脑溢血，住院治疗26天、家庭全靠
梁金辉一人务工，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生活经济困难。

5000

患有纵隔淋巴结继发恶性肿瘤 肺恶性肿瘤等疾病 需长期住院化
79 陈清泽 南埕镇 连山村

患有纵隔淋巴结继发恶性肿瘤、肺恶性肿瘤等疾病，需长期住院化
疗。配偶56岁在家务农，儿子在外务工，儿媳妇带2小孩读书，家
庭收入一般。

4000

因不幸得直肠恶性肿瘤住院治疗开支巨大，儿子儿媳经济条件不
80 陈玉珠 南埕镇 南埕村 好，收入微薄，收入渠道也有限，入不敷出，又有两个幼儿需要抚

养教育。家庭经济困难。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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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泽 南埕镇 西山村
二岁时动过心脏搭桥手术，花费十多万元，2015年住院也花费数万

年 月因癫痫在医院手术住院治疗 现休养中 法上81 张书泽 南埕镇 西山村 元，2022年8月因癫痫在医院手术住院治疗，现休养中，无法上
学，家庭经济困难

3000

82 周水龙 南埕镇 许厝村
因前列腺癌，今年5月和9月住院治疗，现家庭两小孩在读书，配偶
精神裂症 要常年吃药 家庭收入少 支出大 家庭经济困难

200082 周水龙 南埕镇 许厝村
精神裂症，要常年吃药，家庭收入少，支出大，家庭经济困难。

2000

83 查秀美 南埕镇 连山村
因患风湿性心脏病、慢性心功能不全，到医院治疗花费大量医疗
费，平时需要服药控制，无劳动能力，家庭经济困难。

2000

84 罗明淼 南埕镇 高沶村 患冠心病、慢阻肺高血压等住院治疗。 2000

85 张琼莲 南埕镇 许厝村 母亲患尿毒症住院治疗。 2000

86 梁东升 南埕镇 蟠龙村 患甲状腺原发性鳞状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2000

87 廖春英 水口镇 八逞村 因颅内蛛网膜下隙出血住院治疗。 5000

88 黄亦达 水口镇 湖坂村 心衰等住院治疗。 4000

89 林礼超 水口镇 久住村 因意外摔伤住院治疗。 4000

90 许荣川 水口镇 八逞村 患肺癌住院治疗。 4000

91 曾巧英 水口镇 淳湖村 脑瘤、脑溢血，住院治疗。 4000

92 郑世增 水口镇 淳湖村 患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住院治疗。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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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二批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对象名单

乡（镇） 村（居）
主要困难情况

补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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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家庭住址

姓　名

93 陈春苗 水口镇 丘坂村 患胰腺癌住院治疗。 3000

94 张文兴 水口镇 祥光村 结肠穿孔住院治疗。 3000

95 林公彬 水口镇 上湖村 因交通意外住院治疗。 3000

96 吴美丽 水口镇 亭坑村 配偶患癌症住院治疗。 3000

97 黄能砍 水口镇 湖坂村 患直肠癌住院治疗。 3000

98 黄章锐 水口镇 承泽村 患直肠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2000

99 黄春明 水口镇 梨坑村 患食管癌住院治疗。 2000

100 肖建军 水口镇 湖坂村 肾肿瘤住院治疗。 2000

101 张烽火 水口镇 亭坑村 患有双动脉闭塞住院治疗。 2000

102 黄木花 水口镇 湖坂村 因胃癌，卵巢手术住院治疗。 2000

103 连继忠 国宝乡 格头村 患食道肿瘤住院治疗。 4000

104 陈文叔 国宝乡 南斗村 患心脏病住院治疗。 4000

105 陈信恳 国宝乡 祥云村 患心脏病住院治疗。 4000

106 陈月里 国宝乡 国宝村 患脑疝、肺部感染住院治疗。 3000

107 连成彩 国宝乡 格头村 患为后壁局部溃疡性中低分化癌住院治疗。 3000

108 陈李梅 国宝乡 南斗村 患食管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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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二批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对象名单

乡（镇） 村（居）
主要困难情况

补助金额
（元）

序号
家庭住址

姓　名

109 连文如 国宝乡 格头村 因交通事故导致全身多出骨折住院治疗。 2000

110 郑淑丽 国宝乡 南斗村 患子宫肌瘤住院治疗。 2000

111 陈国赐 国宝乡 南斗村 因骨折住院治疗。 2000

112 郑春酒 国宝乡 厚德村 因脊椎内固定失效住院治疗。 2000

113 许家全 赤水镇 吉岭村 母亲林梅英突发脑出血手术，医疗费用大，生活困难。 4000

114 许华岳 赤水镇 福全村
因务工不慎从屋顶掉落造成粉碎性骨折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
难。

4000

许地略 赤水镇 永嘉村 患直肠恶性肿瘤 住院治疗 医疗费用大 生活困难115 许地略 赤水镇 永嘉村 患直肠恶性肿瘤，住院治疗，医疗费用大，生活困难。 3000

116 陈为跃 赤水镇 苏岭村 患肝恶性肿瘤，住院治疗，医疗费用大，生活困难。 3000

117 陈星火 赤水镇 苏岭村
儿子陈佳伟患二瓣关闭不全和肺动脉高压手术，医疗费用大，生活
困难

3000
困难。

118 陈为国 赤水镇 岭边村 鼻癌，住院治疗，医疗费用大，生活困难。 3000

119 陈秀兰 赤水镇 猛虎村 心脏瓣膜病住院治疗，医疗费用大，生活困难 3000

120 许丽萍 赤水镇 永嘉村 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治疗 医疗费用大 生活困难 2000120 许丽萍 赤水镇 永嘉村 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治疗，医疗费用大，生活困难。 2000

121 陈为烨 赤水镇 猛虎村
陈为烨肢体一级，外伤全身骨折，住院治疗，医疗费用大，生活困
难。

2000

122 陈文火 赤水镇 猛虎村 胃恶性肿瘤，住院治疗，医疗费用大，生活困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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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许丽琴 赤水镇 西洋村 因左中下段股骨骨折等住院治疗。 2000

124 林敏煌 美湖镇 洋田村 患脊椎炎等多种疾病，花费巨大。 4000

125 许淑琴 美湖镇 小湖村 因患冠状心脏病，心脏搭桥手术花费巨大。 3000

126 林德灿 美湖镇 阳山村 患脑出血，脑血肿等多种疾病住院治疗。 3000

127 许长秋 美湖镇 洋田村 患有严重颈椎病，手术花费巨大。 2000

128 林修前 美湖镇 上漈村 患甲状腺肿物、颈部淋巴结转移，肺炎性病变。导致生活困难。 2000

赖瑞本 大铭乡 琼山村 因脑出血入院治疗129 赖瑞本 大铭乡 琼山村 因脑出血入院治疗。 5000

130 李辉阳 大铭乡 大徐村 患蛛网膜下腔出血等住院治疗。 5000

131 林其垚 大铭乡 大铭村 因重大交通事故，入院治疗。 4000

赖瑞山 大铭乡 琼英村 因食道癌入院治疗 花费大额费用132 赖瑞山 大铭乡 琼英村 因食道癌入院治疗，花费大额费用。 4000

133 赖秀菜 大铭乡 大铭村 因车祸病情严重住院治疗。 4000

134 黄连春 春美乡 春美村
2019年在德化医院做空肠癌手术，2021年又在福州做子宫癌手术治
疗 无劳动能力 造成经济困难

4000
疗，无劳动能力，造成经济困难。

135 苏仁璋 春美乡 新阁村 女儿苏渝婷患尿毒症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4000

136 陈秀花 春美乡 尤床村 因儿媳患系统性红斑狼疮病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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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苏贻华 春美乡 双翰村 患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4000

138 梁节侨 春美乡 上春村
本人患有肝区结肠腺癌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做心脏搭桥
手术，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4000

139 苏成志 春美乡 春美村 患有肾病综合征，膜性肾病2期住院治疗。 3000

140 苏秀花 春美乡 尤床村 因患有子宫内膜恶性肿瘤 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3000140 苏秀花 春美乡 尤床村 因患有子宫内膜恶性肿瘤，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3000

141 陈承旺 春美乡 新阁村 本人患有肺癌，到福州肿瘤医院进行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2000

142 苏兴明 春美乡 古春村
患脑积水，并于2022.4月在德化做全麻左侧脑室腹腔分流手术，造
成家庭经济困难

2000
成家庭经济困难。

143 林培兰 春美乡 古春村 患食管恶性肿瘤鳞癌，花费了大笔钱，造成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2000

144 苏美富 春美乡 古春村
本人由于左创伤肾破裂，在县医院住院治疗，因没有劳动能力，经
济困难。

2000

145 苏艳婷 春美乡 双翰村
本人患有呼吸暂停综合征，导致偶发性呼吸困难住院治疗刚毕业收
入不稳定，需要资金支持。

2000

146 杨建春 春美乡 尤床村
因患肺恶性肿瘤、腺癌等症状，在厦门第一医院治疗因年纪较大收
入微薄 生活困难

2000杨 春 春 床村
入微薄，生活困难。

147 邱兰香 春美乡 尤床村
因右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糖尿病等在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十分困
难。

2000

148 施巧花 春美乡 春美村 患微浸润性肺腺癌住院治疗。 2000148 施巧花 春美乡 春美村 患微浸润性肺腺癌住院治疗。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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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刘振离 上涌镇 刘坑村 主动脉瘤住院治疗。 5000

150 张文治 上涌镇 辉阳村 鼻咽癌住院治疗。 5000

151 赖明江 上涌镇 东山村 左胫骨粉碎性骨折住院治疗。 4000

152 林建波 上涌镇 上涌村 母亲患直肠癌和妻子半月板手术住院治疗。 4000

153 赖诗鹊 上涌镇 东山村 因贲门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4000

154 蒋恭钥 上涌镇 传豪村 因患肠胃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4000

155 黄章垣 上涌镇 后坂村 因重度烧伤住院治疗。 4000

156 方照熊 上涌镇 下涌村 因颅脑损伤重型住院治疗。 4000

157 赖开源 上涌镇 曾坂村 右下肢动脉闭塞住院治疗。 3000

158 张燕皇 上涌镇 上涌村 主动脉瘤手术住院治疗。 3000

159 郭逸向 上涌镇 下涌村 因肺恶性肿瘤等疾病住院治疗。 3000

160 张善述 上涌镇 辉阳村 因结肠癌住院治疗。 3000

161 刘文仓 上涌镇 刘坑村 腰椎管狭窄症手术住院治疗。 2000

162 郑文聪 上涌镇 云路村 因患肺病住院治疗。 2000

163 刘平 上涌镇 云路村 冠心病住院治疗。 2000

164 刘宝珍 上涌镇 刘坑村 脑胶质瘤住院治疗。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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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郭新满 上涌镇 下涌村 结肠癌住院治疗。 2000

166 周美霞 上涌镇 黄井村 左侧髋骨关节手术住院治疗。 2000

167 郑文合 上涌镇 云路村 心肌梗塞住院治疗。 2000

168 张金灿 上涌镇 辉阳村 肝硬化住院治疗。 2000

169 刘竹根 上涌镇 刘坑村 因双侧肺部感染等疾病住院治疗。 2000

170 赖清月 上涌镇 桂林村 患食管癌住院治疗。 2000

171 赖琼玫 上涌镇 传豪村 患直肠癌住院治疗。 2000

172 卢宝珠 上涌镇 后宅村 因主动脉瘤住院治疗。 2000

173 张文潮 上涌镇 辉阳村 因病住院治疗。 2000

174 赖爱珠 汤头乡 汤头村 因食管恶性肿瘤，住院治疗，家庭经济困难。 4000

175 郑秀英 汤头乡 吉山村 患恶性肿瘤等疾病住院治疗。 3000

176 赖秀廷 汤头乡 岭脚村 因脊柱无侧弯畸形，住院治疗，家庭经济困难。 2000

177 林笋 葛坑镇 漈头 脑瘤出血住院治疗。 4000

178 陈琼英 葛坑镇 葛坑 腹主动脉肿瘤、回盲部恶性肿瘤。 3000

179 陈建业 葛坑镇 葛坑 乙状结肠腺癌住院治疗。 3000

180 陈文荣 葛坑镇 葛坑 因食管癌手术住院治疗。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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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陈文准 葛坑镇 大岭 胃癌住院治疗。 2000

182 郑春香 葛坑镇 大岭 宫颈癌住院治疗。 2000

183 罗成会 葛坑镇 富地 重度尿毒症住院治疗。 2000

184 林来 葛坑镇 水门 宫颈鳞癌IIB期住院治疗。 2000

185 赖秀瓜 葛坑镇 水门 乳腺癌住院治疗。 2000

186 林富 桂阳乡 梓溪村
低收入家庭，因患结肠恶性肿瘤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
难，故申请救助。 3000

因 余年前曾结肠癌手术治疗花了 些钱 今年又因患食管胸下段
187 林廉进 桂阳乡 桂阳村

因10余年前曾结肠癌手术治疗花了一些钱，今年又因患食管胸下段
鳞癌住院治疗，现在配偶长期陪伴，两个都无收入，后期还需要继
续化疗，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因此申请救助。

2000

188 林延专 桂阳乡 桂阳村
因右下肺鳞癌等疾病，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治疗。因后期

2000188 林延专 桂阳乡 桂阳村
因右下肺鳞癌等疾病，在厦门大学附属中 医院住院治疗。因后期
还需治疗，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因此申请救助。

2000

189 苏传庆 桂阳乡 梓溪村
心膜损坏需手术治疗，因家庭一直靠打工收入，近期因疫情影响及
照顾病人无法工作，无法承担后期治疗费用，因此申请救助。

2000

190 黄妹 桂阳乡 彭坑村
因本人患食道癌和宫颈癌，前期化疗住院因后期还需进行放疗，花
费较大，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因此申请救助

2000

191 林东汉 杨梅乡 云溪村 意外事故瘫痪在床，厦门弘爱医院住院治疗。 5000191 林东汉 杨梅乡 云溪村 意外事故瘫痪在床，厦门弘爱医院住院治疗。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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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林秀莲 杨梅乡 白叶村 患直肠癌等疾病，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 3000

193 陈忠祥 杨梅乡 白叶村 患食管恶性肿瘤等疾病，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 2000

194 连秀琴 杨梅乡 和顺村 患乳腺恶性肿瘤等疾病，多次住院治疗。 2000

195 李雪琴 杨梅乡 白叶村 患宫颈恶性肿瘤等疾病 住院治疗 2000195 李雪琴 杨梅乡 白叶村 患宫颈恶性肿瘤等疾病，住院治疗。 2000

人民币伍拾陆万壹仟元整 561000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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