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活动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家庭住址 患病病种 街道

1 钱同志 丽都花园 胃癌 陈桥

2 张同志 华景新居 食道癌 陈桥

3 李同志 天玺家园 肝癌 陈桥

4 邵同志 长路村 肺结核 陈桥

5 汤同志 丽都花园 肺癌 陈桥

6 王同志 陈桥街道育爱村 三高，慢性肺病 陈桥

7 顾同志 仁和 急性脑梗塞 陈桥

8 倪同志 陈桥街道育爱村 肺癌、肾结节 陈桥

9 袁同志 陈桥街道树北村9组 中风 陈桥

10 邵同志 仁和 肾病变 陈桥

11 朱同志 丽都花园 中风 陈桥

12 吉同志 陈桥街道育爱村 严重糖尿病并发症 陈桥

13 邵同志 仁和 心脏积液 陈桥

14 任同志 陈桥街道树北村 气喘、心脏病 陈桥

15 顾同志 陈桥街道树北村 小中风，高血压等慢性病 陈桥

16 金同志 陈桥街道树北村 意外摔伤导致手骨折 陈桥

17 李同志 陈桥街道育爱村 重度中风瘫痪卧床 陈桥

18 秦同志 北濠东村 肾衰竭 和平桥

19 张同志 东北营 舌癌 和平桥



20 张同志 万象西园 尿毒症 和平桥

21 薛同志 将军园 乳腺癌 和平桥

22 李同志 花园角 胃癌 和平桥

23 张同志 冯旗杆巷 腰椎间盘突出 和平桥

24 郭同志 大巷 癌症 和平桥

25 顾同志 三衙墩 肺癌 和平桥

26 沈同志 环城北路 小脑萎缩 和平桥

27 徐同志 西南营89号 老年痴呆 和平桥

28 刘同志 北濠桥新村 前列腺癌 和平桥

29 冯同志 虹桥新村 肠癌 虹桥

30 吴同志 虹桥新村 爱人直肠恶性间质次瘤 虹桥

31 何同志 虹桥新苑 肠癌晚期 虹桥

32 印同志 虹桥南村 脑中风 虹桥

33 曲同志 新建路新村 小中风 虹桥

34 张同志 任港路22号 皮肤癌 虹桥

35 顾同志 新建新村 肺结核，青光眼 虹桥

36 王同志 都市华城 女婿肠癌晚期 虹桥

37 李同志 光明新村 脑溢血 虹桥

38 刘同志 青年路新村 肺癌 虹桥

39 徐同志 光明东村 血液肿瘤病 虹桥

40 袁同志 新港花苑 中风 狼山镇

41 马同志 新港花苑 肠癌 狼山镇



42 杨同志 五山公寓 妻子癌症，儿子，儿媳癌症 狼山镇

43 袁同志 五山公寓 肝癌 狼山镇

44 戴同志 城山家园 肝癌、膀胱癌 狼山镇

45 尹同志 园林佳苑31幢
直肠癌中期、白内障、高血压、

心冠病、失聪
狼山镇

46 陆同志 滨江花园 食道癌 狼山镇

47 庄同志 紫琅新村 脑癌 狼山镇

48 秦同志 滨江花园 中风，每月吃药两千余元 狼山镇

49 范同志 狼山镇64号 尿毒症 狼山镇

50 顾同志 狼山镇59号 中风，糖尿病 狼山镇

51 张同志 紫琅新村 急性胰腺炎， 狼山镇

52 陆同志 滨江花园 中风 狼山镇

53 胡同志 五山花苑 脑萎缩 狼山镇

54 丁同志 五山花苑 尿毒症 狼山镇

55 施同志 五山花苑 前列腺癌 狼山镇

56 金同志 五山家园 心脏病 狼山镇

57 刘同志 五山家园 肝癌 狼山镇

58 吴同志 海港新村
1.结肠肝曲癌2.慢性阻塞性肺病
3.膀胱结石4.肺结核治疗后5.前

列腺增生
狼山镇

59 成同志 海港新村
高血压、冠心病，肾结石、胆囊

肿、肺结核涂培初治
狼山镇

60 孔同志 临江家园 患有结肠癌 狼山镇

61 何同志 临江家园 患有食道癌 狼山镇

62 沈同志 临江家园 患有脑梗、心脏病，急救住院 狼山镇



63 沈同志 临江家园 食道癌 狼山镇

64 崔同志 五山新苑 肺癌，左肺切除 狼山镇

65 毛同志 五山花苑 脑梗 狼山镇

66 陆同志 景和花苑 肺癌 秦灶

67 郭同志 兴和家园 结肠恶性肿瘤 秦灶

68 顾同志 秦北村 膀胱恶性肿瘤 秦灶

69 张同志 景明花苑 前列腺癌 秦灶

70 郭同志 袁桥村 中风 秦灶

71 顾同志 袁桥村 脑梗 秦灶

72 张同志 北兴园 尿毒症 秦灶

73 陈同志 费桥村
陈兴林患肝原发性恶性肿瘤、肝
炎后肝硬化、慢性乙型病毒性肝

炎、高血压等疾病
秦灶

74 任同志 费桥村

任海清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
加重期、慢性肺源性心脏病、高
血压2级（极高危）、颈椎间盘

突出等疾病

秦灶

75 宋同志 兴和家园 肺癌 秦灶

76 杨同志 新胜新村 心脏病 任港

77 顾同志 城港新村 尿道管癌 任港

78 庄同志 江景苑 脑硬中风 任港

79 袁同志 江景苑 食道癌 任港

80 管同志 城港花苑 重病长期卧床，孤寡老人 任港

81 朱同志 江景苑 食道癌 任港

82 王同志 人民西路59号 肝癌 任港



83 蒋同志 佳成花苑 肠癌 任港

84 吴同志 外滩北苑 肺癌晚期 任港

85 汤同志 外滩北苑 乳腺癌 任港

86 沈同志 外滩北苑 淋巴结核 任港

87 毛同志 外滩北苑 双腿股骨头坏死手术 任港

88 张同志 外滩花苑 因患严重心脏病，卧床不起 任港

89 张同志 江景苑 胰腺癌 任港

90 陆同志 外滩花苑 严重类风湿 任港

91 施同志 五一职工苑
患脑梗死、高血压、脑积水、消

化道出血等多种疾病
任港

92 季同志 外滩花苑 因车祸成植物人 任港

93 周同志 外滩花苑 患脑溢血、严重眼疾等多种疾病 任港

94 王同志 教工楼 胃癌 唐闸镇

95 李同志 大生护理院
失独、孤寡，瘫痪在床，长期住

护理院
唐闸镇

96 陈同志 大南新村 膀胱癌 唐闸镇

97 陈同志 大南新村 尿毒症 唐闸镇

98 陈同志 和谐怡园佳苑12幢
常年慢性病，夫妻俩目前租房居

住
唐闸镇

99 周同志 新飞花园 肢体残疾，中风 唐闸镇

100 邢同志 怡园北村 肺癌 唐闸镇

101 朱同志 新华三村 本人失能、儿子精神病 唐闸镇

102 陆同志 永泰佳园 夫妻均患癌症 唐闸镇

103 陈同志 新华园 癌症 唐闸镇



104 王同志 新华二村 长期慢性病 唐闸镇

105 杜同志 新华二村 长期慢性病 唐闸镇

106 施同志 新华二村 长期慢性病 唐闸镇

107 曹同志 新华二村 心脏搭桥长期住院 唐闸镇

108 张同志 新华园 慢性病，儿子残疾 唐闸镇

109 陈同志 怡居北苑 胃癌 唐闸镇

110 蒋同志 和谐怡园佳苑 癌症 唐闸镇

111 陆同志 公园佳苑 尿毒症，无房户租房居住 唐闸镇

112 严同志 公园佳苑 失独家庭妻子生活不能自理 唐闸镇

113 邵同志 公园佳苑 淋巴瘤 唐闸镇

114 曹同志 公园南苑 脑梗，多次住院，参战退役老兵 唐闸镇

115 汤同志 公园南苑
本人肺癌，妻子无收入，儿媳周
培肢体二级残疾，常年住护理院

唐闸镇

116 周同志 闸东村
肺气肿等病、常年吃药、退役老

兵
唐闸镇

117 支同志 永怡家园
中风、肢体残疾三级，卧床，生

活不能自理
唐闸镇

118 陆同志 盛唐公寓 本人中风 唐闸镇

119 刘同志 盛唐公寓
本人中风，妻子刘淑华慢性病多
年，夫妻都是安置退休，收入不

高。

唐闸镇

120 陆同志 盛唐公寓 多年慢性病、高龄老人、烈属 唐闸镇

121 陆同志 公园佳苑
儿子肢体二级残疾，去年又遭遇

车祸，目前生活无法自理
唐闸镇

122 蔡同志 永泰佳园
丧偶，儿子因病去世，有一智残

二级的孙子
唐闸镇

123 赵同志 永怡东苑 癌症，自费药费高 唐闸镇

124 邵同志 公园佳苑
卧床多病、生活不能自理、抗美

援朝老兵
唐闸镇

125 高同志 公园南苑 丧偶，胰腺炎多年。 唐闸镇



126 陆同志 盛唐公寓 患肺癌 唐闸镇

127 王同志 怡园新邸
多年慢性病,长期卧床，长期住

在市北护理院
唐闸镇

128 祁同志 幸福怡居 上颌窦癌 幸福

129 许同志 施店村 肝癌 幸福

130 张同志 祖望村 前列腺炎 幸福

131 帅同志 幸福新居 上消化道出血，盆腔肿瘤 幸福

132 葛同志 越江新村 糖尿病 永兴

133 江同志 越江新村 冠心病 永兴

134 王同志 越江新村 尿毒症 永兴

135 葛同志 越江新村 老年痴呆 永兴

136 张同志 越江新村 肠癌 永兴

137 宋同志 越江新村 脑血管瘤 永兴

138 顾同志 越江新村 颈椎、腰椎、胸椎增生 永兴

139 邢同志 越江新村 心脏病、血尿 永兴

140 毛同志 越江新村 肺癌 永兴

141 徐同志 越江新村 前列腺癌 永兴

142 龚同志 越江新村 失代偿性肝硬化 永兴

143 王同志 越江新村 截肢脑中风 永兴

144 沈同志 天润家园 食道癌 钟秀

145 许同志 锦城苑 阑尾炎手术引起脑死亡 钟秀

146 沈同志 天勤家园 肠癌 钟秀

147 马同志 紫东花苑 车祸后遗症 钟秀



148 王同志 紫东南苑 小细胞肺癌，2型糖尿病 钟秀

149 钱同志 百花苑 脑溢血中风 钟秀

150 李同志 三里墩花苑 心脏病 钟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