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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太瘫痪在床，没得过湿疹，没长过褥疮

两媳妇孝亲敬老
照顾患病婆婆 26 年
记者

伍洁

本报讯 上月 29 日，2018 年“湖
南好人”12 月份榜单揭晓，城步好媳
妇戴时珍和吴柏红获评“孝老爱亲”
湖南好人。
戴时珍和吴柏红是城步苗族自
治县金紫乡和平村村民，26 年如一日
照料患病婆婆，感人事迹传为佳话。
2015 年以来，戴时珍和吴柏红先后被
乡政府评为“好媳妇”
“最美媳妇”，两
人家庭被评为“文明家庭”。
老人叫孙自香，今年 78 岁，与老
伴含辛茹苦将 2 个女儿、2 个儿子抚养
成 人 ，日 子 虽 过 得 清 贫 却 也 幸 福 。
1992 年，劳累了大半辈子的孙自香因
患类风湿瘫痪在床。
刚开始时，孙自香躺在床上能够
左右翻身，吃饭时只需儿子、儿媳扶
起来坐好后，自己能拿调羹慢慢吃。
大小便时，戴时珍、吴柏红将婆婆扶
坐在床边，
稍加帮助就能解决。
好景不长，
2002 年以后，
孙自香大
小便失禁。为了让婆婆身体清爽舒适，
家境拮据的两位媳妇商量后决定，
为婆
婆购买品质好的
“护理爽”
牌尿不湿，
每

图为戴时珍和吴柏红在给婆婆喂饭。
天更换3至6块，
每月需花费几百元。
由于吴柏红肠胃功能不好，见到
脏东西就恶心、呕吐，戴时珍主动提
出由自己为婆婆更换尿不湿、清洗身
上的粪便、擦拭身子，吴柏红负责为
婆婆洗脸、喂水、喂饭。
为了照顾老人晚上翻身、喝水，
20

多年来，吴柏红与丈夫所睡的房间从
未关过房门。晚上只要婆婆房间稍
有动静，吴柏红和丈夫便会爬起来为
婆婆翻翻身子、捶捶后背、喂喂开水。
老人瘫痪快 30 年了，从没得过湿
疹，从没长过褥疮，两个孝顺媳妇功
不可没，
树立了孝亲敬老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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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不
“下岗”
夫妻携手献血迎新年
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杨贵新

马文娟

本报讯 1 月 2 日，新年上班第一天，贺灼明夫
妇便来到邵阳血站献血。当天，贺灼明机采了一个
治疗量的血小板，妻子郑时婉机采了两个治疗量的
血小板。
贺灼明是原隆回县木材公司下岗职工，自 2002
年以来，17 年献血 24 次，累计献血 7800 毫升。妻子
郑时婉在他的影响下，从 2014 年起参加无偿献血，5
年献血 7 次，
累计献血 2300 毫升。
贺灼明，1966 年出生，1987 年从湖南林校毕业，
先后在隆回县大东山国有林场、望云山国有林场和
县木材公司工作。下岗那年贺灼明刚好 36 岁，没了
单位，仿佛一腔热血报国无门。36 岁生日那天，他
一个人在街上看到献血车，
第一次献了 300 毫升血。
他献完血后，
顿觉眼前一亮，
献血可救人，
更是回
报社会的一种好方式。贺灼明从此边把献血作为自己
生活的一部分，不论到哪里，唯有献血的初心不忘。
2002年，
贺灼明来到温州打工。他在温州打了3年工，
献了 4 次血。2007 年，
他成为湖南华兴公司的一名员
工，
更加激发了他的献血热情。
贺灼明不仅局限于献血，还于 2012 年加入了中
华骨髓库，
现已得到通知，
与患者初配、高配成功，
随
时准备捐献造血干细胞，给患者带去生命的火种。
他还签订了《中国人体器官捐赠自愿书》。

雨雪冰冻天气以来，隆回县路政、养护
人员坚持上路巡查清障除险

1 月 3 日，市委统战
部、民盟委、民建委联合
市普惠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的志愿者，来到新宁
县清江桥乡清江村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50 余名
志愿者捐助了 5000 余元
现金，购买了棉被及食
用油等爱心物资，为 12
户贫困群众送去温暖和
关怀。图为志愿者帮助
村民将爱心物品带回
家。记者 罗哲明摄

七旬老人掉入水库，
危急时刻，
武冈市法相岩街道民政所干部肖辉

纵身一跃，
冰冷水中施救落水老人
彭建军

肖本杰

本报讯 1 月 4 日下午，新宁县丰
田乡大屋村 11 组村民王春花等人驱车
60 余公里，专程来到武冈市法相岩街
道办事处，
为该街道民政所干部、退伍
转业军人肖辉送锦旗，感谢他不顾危
险，
跳入冰冷的水库救了她父亲。
上月 22 日，天气寒冷，下午 2 时左
右，王春花的神志有些不清的 70 岁老
父亲独自一人，来到离家 2 公里外的
新宁县碧田水库边上，不知怎的掉入
冰冷的水中。
当天，武冈市法相岩街道民政所

干部肖辉趁着难得的周末，陪同父亲
来到老家附近的碧田水库休闲垂
钓。突然，肖辉发现近 100 米远的水
中有个人影在浮动，他断定是有人落
水了。军人出身的他在这危急时刻，
马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事发地
岸边，来不及脱下衣服，不顾天寒地
冻，毫不犹豫纵身跃入 50 余米深的水
库，
将落水老人救上岸。
肖辉说：
“ 当时发现情况时，我第
一感觉以为是有人在水中捡鱼，再仔
细一看，不对劲，是人掉入了水库，来
不及考虑就奔去了。”寒风中裹着细
雨，异常寒冷，肖辉只觉得一股热血

涌了上来，全然不顾寒冷，奋力向落
水人游去。水性好的他几分钟就游
到了落水老人的身边，因老人穿的衣
服泡了水，比较沉，肖辉用尽全力，将
落水老人拖到岸边。靠岸后，他和随
后赶来的父亲一起，将奄奄一息的落
水老人抬上岸，然后一边对老人进行
紧急施救，一边拨打 110 和 120 急救电
话。刺骨寒冷中，肖辉颤抖着拨打电
话，
手机不慎掉落水库。
医务人员和当地派出所民警闻
讯赶到后，紧急救治落水老人。但因
天气寒冷，老人年事已高，加上身患
多种疾病，
救治无果，
不幸离开人世。

提供便民服务
施救被困车辆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郑树平

本报讯 “给你们带来一些吃的，
如果还有其他
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们。”1 月 1 日，天气寒冷，路面
出现冰冻积雪，312 省道苗田路段一辆从山东开来
的大货车陷入积雪中，
无法行驶，
隆回县公路局路政
人员及时为司机送去面包和矿泉水，
施救解困。
货车上两名司机是山东人，
来小沙江镇做生意，
车上装满了货物。由于路面出现积雪，他们在镇上
滞留了 3 天，后来看到天气好转，冰雪开始融化，他
们想早点把货物送完赶回家。没想到经过 312 省道
苗田长坡路段时，车辆打滑走不了。隆回公路局路
政、养护巡查人员发现到这一情况后，
给车主送去食
物和防寒物资，
并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以来，
该局路政、养护人员坚
持上路巡查，及时发现并清除倒在路上的竹枝和树
枝。他们备有药品、食物及救援工具，
及时提供便民
服务，
及时救援抛锚、侧滑等被困车辆和人员。截至
目前，
该局救援被困车辆 20 余台次。

路政人员铲雪施救被困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