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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汤晓红

汤晓红，女，汉族，1980 年
11月生，上海奉贤巴士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票务员。

6 年来，汤晓红悉心照料瘫
痪公公，抚育未成年儿子，用日
夜真情陪护唤醒植物人丈夫，创
造生命奇迹，用实际行动深刻诠
释了“爱的真谛，家的意义”。

汤晓红的家庭原本美满幸
福。2013年，丈夫李刚因脑部血
管畸形破裂引发脑溢血，虽经过
2 次较大手术保住生命，但还是
成为植物人。不久，公公因承受
不住打击诱发脑梗塞，瘫痪在床，
生活不能自理。不幸接踵而来，
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汤晓红毅
然挑起照顾家庭的重担和责任。

面对家庭变故，汤晓红没有
逃避和放弃。她一边照顾生病
卧床的丈夫和公公，一边照顾上
学的儿子和体弱多病的婆婆。
全家人的经济来源全靠汤晓红
微薄的工资，面对沉重的经济负
担，她一边节衣缩食偿还债务，一
边想方设法努力挣钱。她起早
贪黑选择最远的公交路线，就是
为多赚几百元钱补贴家用，一有
时间就主动顶班加班增加收入。

2000多个夜晚，汤晓红没有
睡过一个囫囵觉，每隔一两个小
时，她就要边呼唤着丈夫的名字，
边给他做康复训练。一日三餐，
她都会把食物捣碎一点点喂给
丈夫吃。每天，她都会帮丈夫擦
身、翻身，防止长褥疮。知道公公
因儿子而伤心，她就时常宽慰老
人，鼓励老人配合康复训练。老
人感动于汤晓红的执着和无悔
付出，终于愿意进行康复训练。
渐渐的，公公手脚能动了，大小便
能够自理，也可以下床活动。婆
婆动情地说：“没有晓红，就没有
今天的我们。”

虽然屡遭厄运和重压，但汤
晓红从未向外人透露过半点苦
楚，更没有主动向单位提过任何
要求。她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妻
子、一个儿媳妇应该做的事。”在
得知她的家庭情况后，集团及公
司的领导、同事们以及社会各界
都给予她关心和照顾。在她心
里，丈夫只是短暂“休息”，总有一
天会醒来。2018年 8月，奇迹真
的发生了——李刚突然会笑了，
汤晓红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她
的悉心照顾下，现在的李刚已经
会点头，还能自己拿东西吃。

汤晓红荣登“中国好人榜”。

515 许志礼

许志礼，男，汉族，1963 年
10月生，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含
浦街道干子村村民。

许志礼不离不弃，精心照顾
双下肢瘫痪的妻子 27年。领养
的女儿脸上有残疾，他拿出毕生
积蓄为女儿整容。许志礼用积
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日子虽
然清苦，这个家庭却每天充满了
欢声笑语。

1992年4月26日，许志礼和
未婚妻黄翠云乘坐长沙开往湖
北的大巴车，准备领证结婚。在
路上，他们不幸遭遇车祸，导致
黄翠云双下肢瘫痪。许志礼一
直陪伴在未婚妻的身旁，出院
后，将她接回家中精心照顾。许
志礼内心十分坚定：“我跟她谈
恋爱的时候承诺过要对她好一
辈子，现在她有难了，我更要好
好照顾她。”

许志礼照顾妻子27年，每一
天都琐碎而辛劳。每天凌晨5点，
许志礼就起床了，为妻子洗脸、擦
手、擦背、按摩，换上干净衣服，把

早饭准备好，再赶去地里劳作。
妻子大小便失禁，每天换下来的
衣服都有好几套，不管是严冬酷
暑，还是白天黑夜，许志礼都及时
帮她换洗，从不间断。妻子常常
因身体原因而心情不好，甚至乱
发脾气，许志礼用理解包容之心
开导她。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妻
子渐渐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身
体也慢慢康复。他担心妻子在家
无趣乏味，农闲时就给妻子拉二
胡。他还攒钱给妻子买了一台智
能手机，妻子没事就拿着手机听
歌学歌，两口子一个拉着二胡，一
个和着歌曲，其乐融融。

1995年，为了弥补妻子不能
生育的遗憾，许志礼领养了一个
女儿。领养的女儿脸上有残疾，
许志礼打算用毕生的积蓄为女儿
整容。女儿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
件，一开始并不答应。许志礼发
动家人一起来做工作。

许志礼用爱撑起了这个家，
用坚守给了妻子最美的爱情，用
责任给了女儿最好的照顾，用乐
观善良，传递给了乡亲邻里最强
的正能量。

许志礼荣登“中国好人榜”。

516 孙仁福

孙仁福，男，汉族，1963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三师小海子水管处永安
坝水管站技术员。

29 年来，孙仁福不离不弃、
悉心照料瘫痪在床的妻子，把孩
子抚养成人，用爱的臂膀撑起一
个幸福的家，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相濡以沫的真情挚爱。

1990年，孙仁福的妻子因病
瘫痪。当时他们结婚仅 1年多，
儿子才3个月大。面对哭泣的妻
子和稚嫩的儿子，孙仁福担负起
生活的重任：我是丈夫、是父亲，
必须成为他们的支柱！他背着
妻子走遍北京、南京、西安各大医
院，但妻子的病情毫无起色。看
着消沉低落的妻子，孙仁福更注
重她的心理和精神健康，平时沉
默寡言的他，回到家就开始跟妻
子聊天。在他的开导下，妻子慢
慢坚强起来，身体也恢复起来。

29年来，孙仁福每天天不亮
就起床，烫洗夜里弄脏的床单被
褥，做饭，给妻子洗脸、喂药，料理
妥当后，自己匆匆吃几口饭赶去
单位上班。晚上，他坚持给妻子
擦洗身子、泡脚按摩，夜里每隔两
三个小时就要起床帮助妻子翻
身、大小便。从妻子患病时起，孙
仁福就开始自学医学知识，经过
长时间的学习实践，煎熬中药、针
灸、推拿等护理技术，练得轻车熟
路。家里医疗费用开销巨大，为
了补贴家用，孙仁福在工作之余
开辟 6亩荒地种棉花，在自家院
子养鸡鸭等家禽。1996 年孙仁
福当连长时，带领全团倒数第一
的连队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本可以升迁的他，为了更好地照
顾妻子，主动放弃，申请到离家更
近的单位工作。

在孙仁福的教育和影响下，
儿子从小懂事孝顺，8 岁就能做
家务，如今已经大学毕业，在离
家不远的电力公司工作。他说：

“我的家庭很不幸，因为妈妈受
尽病痛的折磨。可我们也是一
个幸福的家庭，因为妈妈有一个
好丈夫，我有一个好爸爸。”

孙仁福荣获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道德模范称号，其家庭被评
为兵团最美家庭。

517 孙玉晴

孙玉晴，女，汉族，1991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西北工业大学
学生。

孙玉晴饮水思源，不忘养育
之恩，悉心照料养父母，养父去
世后带着养母求学。孙玉晴敢
于担当，二十余年如一日，竭尽
全力尽一份孝心，携爱前行，用
力奔跑，是有孝心有担当的新时
代好青年。

孙 玉 晴 自 出 生 时 便 被 收
养。家里条件不好，但养父母对
孙玉晴却倾尽所有。懂事的孙
玉晴 5 岁开始，就学会为家分
忧，和养父母一起捡废品卖钱。
给养父母做饭、洗衣、洗脚、捶
背，是她小时候最开心的事。高
中时，养父瘫痪在床，养母身体
不好，孙玉晴一边学习一边照顾
养父母，用她柔弱的肩膀为养父
母撑起一片天。

养父 84 岁离世，19 岁的孙
玉晴考上一所专科学校。进入
大学后，为了攒钱给养母看病，
她平日里在学校食堂打工，周末
一天做 3 份家教，节假日发传
单、当翻译，寒暑假在培训班代
课。每两周，她都会回一次家给
养母洗衣服、买菜、做饭、剪指
甲，把家里的一切安排好以后，
才安心地回到学校。

通过努力，孙玉晴又考取了
本科学历。为了方便照顾养母，
她把考研复习的地方搬到了医
院。为了保证看病费用，她经常
三餐只吃包子，有时甚至饿着肚
子就去做兼职。为了给养母焐
脚，晚上她和养母睡一张病床。
每天晚上，她陪养母聊完天，帮养
母洗漱好，才开始复习。最终，如
愿考取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

养母育她长大，她陪养母到
老。2016年，为了更好地照顾养
母，她带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
77 岁养母来到西北工业大学读
研。孙玉晴从来没想过放弃，而
是更加细致耐心地照顾养母。
她一日三餐自己做，所有的家务
一个人承担。为养母制作防止
走失的专用卡片、配备“个性”化
的老人机。困难重重下，她始终
以向上的姿态报答着养母的恩
情，一直为爱在努力奋进。学习
上，她勤奋刻苦，综合测评成绩
年级排名第一。

孙玉晴荣获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
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518 苏云翠

苏云翠，女，汉族，1974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云南省玉溪市
红塔区税务局科员。

10多年来，苏云翠虽然身患
多种疾病，依然承担起照顾丈夫
兄妹家 4个孩子的重担，照料他
们生活起居，供他们上学，诠释
了无私的亲情大爱。

苏云翠丈夫的哥嫂身有残
疾，低保是他们的唯一生活来源，
妹妹家靠种地和摆地摊勉强度
日。兄妹两家的4个孩子过年连
一件新衣服都穿不上，更不用说
坚持上学。为减轻兄妹两家负
担，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条
件，2006年到 2009年，善良的苏
云翠先后把兄妹家4个孩子接到
城里读书，供他们上学，还贷款帮
妹妹在老家开起了小卖铺。

从三口小家到九口大家，原
本就不宽裕的条件，更是捉襟见
肘，她和丈夫为照顾一家人的生
活，起早贪黑辛苦忙碌着。苏云
翠节衣缩食，衣服只要能穿就不
买新的。一家人几乎从不进饭
馆吃饭。尽管生活拮据，但苏云
翠给孩子们买书却从不吝啬，只
要孩子们需要，她总是一套套地
买。每天晚上陪孩子们读书学
习，成了她和丈夫的必修课。孩
子们生病，她都尽心照料。有一
年大年三十，自己的女儿和哥哥
家两个女儿突患白喉，高烧不退，
被送到医院。那个除夕，苏云翠
一人在医院守了3个孩子整整一
晚。此后，为了能在家处理孩子
们随时可能出现的头疼脑热，苏
云翠开始自学中医。从认识身
体构造到熟悉经络、穴位，甚至去
医院拜师请教，苏云翠逐渐成为
一名合格的“家庭保健医生”。

苏云翠自己身体也不好，患
有多种疾病。但她靠着顽强的
毅力，一边与疾病作斗争，一边撑

起这个家。2009年，身患甲状腺
功能减退症10年的苏云翠，身体
状况愈加下降。2012年，她又被
检查出患退化性髌骨软化病。
2015年，她被查出患糖尿病。丈
夫看着苏云翠既要忍受病痛，还
要为这个大家庭操劳，非常心
疼。可苏云翠却说：“我们苦点累
点没关系，但不能委屈了孩子们，
不能让这个大家庭散了！”

苏云翠荣获云南省道德模
范称号。

519 杨会芳

杨会芳，女，汉族，1994 年
11 月生，共青团员，河北省邯郸
市曲周县幼教特教中心教师。

杨会芳 6 岁起，承担起照料
瘫痪养父和患有智力障碍养母
的责任，用稚嫩双肩挑起家庭重
担。18岁时，她带着养父母去上
学，照顾双亲无微不至，是孝敬
父母、自强不息的新时代好青年
典范。

杨会芳养母先天性智力障
碍，生活不能自理，勤劳憨厚的养
父既当爹又当娘。2001年，杨会
芳只有 6岁，常年劳累的养父突
发脑梗塞、瘫痪在床。从此，在左
邻右舍帮助下，她承担起照顾全
家的重担。上下学时，小会芳经
常带个小袋子，在路边捡一些废
纸和饮料瓶，卖点钱买作业本和
铅笔。为了能让养父母吃得好
一些，一到星期天就帮别人干点
力所能及的活，换些买菜的钱。

杨会芳一直希望通过上学
找到出路，让养父母过上好日
子。16 岁时，她考上高中，养父
也基本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她
就利用暑假时间，出去打工挣学
费。然而没多久，养父旧病复
发，再一次瘫痪在床，失去意
识。杨会芳再没提上学的事，在
家里全心全意照顾养父母，每天
给他们洗漱、做饭、喂饭、喂药。
但家里的书她还好好保存着，只
要一有时间，就会看书学习。养
父逐渐恢复意识后，杨会芳再一
次燃起上学的念头。18岁时，她
考上邯郸学院曲周分院学前教
育专业，决定带着养父母去上
学。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破
旧的小院，开始从学校到住处

“两点一线”的生活。早晨 6 点
起床给养父母喂饭喂药后去上
学，中午赶回去安顿他们吃饭，
晚上给他们擦身子、收拾房间
……尽管时间紧张，但杨会芳没
有耽误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名列
前茅。家里的困难，她从没主动
向别人说过。几个月后，学校才
了解到她的情况，免除了她的学
费，并发给她助学金。

毕业后，杨会芳成为曲周幼教
特教中心的一名老师。几年来，她
用心用情关爱着每一名孩子。

杨会芳被授予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荣获河北省道德模范、
河北省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520 杨雪丽

杨雪丽，女，汉族，1984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战略支援部队
某部干部。

杨雪丽出生后被一对贫困
农民夫妇收养，她从小懂得为家
里分忧；工作后她悉心照料养父
母，带着他们四处求医；她日夜
护理身患癌症的生母，陪她走完
人生最后一程。她以至爱孝行
诠释了新时代军人的责任担当。

杨雪丽小时候，养母就患有
肺结核，后来又患上股骨头坏
死，生活不能自理。她 6 岁那
年，养父因意外农药中毒留下严
重的后遗症。杨雪丽非常感激
养父母的养育之恩，面对家庭的

困难、生活的重压，她坚强面对、
勇敢分担。为减轻养父母的负
担，她包揽家中所有的家务，放
学后从未想过玩耍游乐，而是匆
匆赶回家干农活。遇到寒暑假，
无论天气酷热难当还是寒风刺
骨，她都坚持拉着平板车到离家
很远的集市上去卖菜。脚上磨
出了泡，脸和手上生了冻疮，她
都咬牙忍痛坚持，只为能多换来
一点生活费和医药费。后来，她
如愿考上军校。上大学期间，周
末和寒暑假她忙着四处去做家
教，省吃俭用，把挣来的钱都寄
给养父母。同学们都觉得她很
辛苦。但她觉得，这是她能给予
养父母最大的回报！

杨雪丽婚后把养父母接到
身边悉心照料，带他们四处求
医，惟愿他们不再遭受病痛折
磨。怀孕期间，她带着养母做了
股骨头置换手术。当时，杨雪丽
一边忍受着孕吐的不适，一边寸
步不离地守护在养母身边。养
父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法手术，
她四处寻访名医为其治疗。她
自学中医推拿，每天坚持给他按
摩，为其减轻病痛。为了让父亲
有信心和勇气与病魔作斗争，她
还自学心理学课程，引导父亲从
消极情绪中走出来。

2013 年，生母身患食管癌，
杨雪丽主动带生母到北京肿瘤
医院找专家看病。生母住院期
间，她把 4个月大的孩子留在家
里，日夜护理生母，陪她走完人
生最后一程。生母去世后，面对
3 个上学的弟弟妹妹，她毅然担
负起姐姐的责任，辅导他们学
习，资助他们上学。

杨雪丽荣获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称号。

521 吴汉杰

吴汉杰，女，汉族，1974年11
月生，中共党员，广东交通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

结婚 20 多年来，吴汉杰悉
心照料家中患癌老人，相夫教
子，关心帮助患癫痫病的兄长及
其家人，让执行维和任务的丈夫
无后顾之忧，深受邻里好评。

2000年，吴汉杰的父亲罹患
膀胱癌。她一直鼓励父亲与病
魔抗争，自己省吃俭用，想尽一切
办法为父亲治病，定期为父亲送
上药品、营养保健品。在她不懈
努力下，父亲远超当年医院作出
的活不过 8年的诊断。2013年，
母亲查出患乳腺癌，她又耐心细
致照顾母亲，直到母亲病逝。她
关心帮助从小患有癫痫的哥哥，
帮他找对象、买房子，还长年照顾
哥哥3个孩子的学习生活。

2004 年，公公查出患结肠
癌。她考虑到丈夫兄弟姐妹家
庭负担重，主动把公公婆婆接到
广州一起居住。她承担着公公
日常住院检查、换药、陪护、洗衣、
送饭的重担，坚持了3000多个日
日夜夜，直至公公离世。2011
年，婆婆又查出患有肝癌。老人
不愿拖累家人，曾一度拒绝治
疗。吴汉杰主动承担全部手术
费用，耐心做婆婆的思想工作。
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婆婆配合治
疗，身体日渐好转。2019年3月，
婆婆皮肤患严重真菌感染，吴汉
杰坚持每天按照医嘱，为婆婆熬
中药、洗澡、搽药。近两年，80多
岁的婆婆非常思念韶关老家，吴
汉杰不管工作多忙，每个周末都
尽可能带婆婆回老家看看。婆
婆逢人便夸，“儿媳跟亲生女儿一
样，是贴身暖心的小棉袄”。

吴汉杰的工作繁忙且出差
任务多。但无论工作再忙再辛
苦，她都不忘每天给家人打电话
嘘寒问暖，利用周末、节假日照
顾老人。2005年，吴汉杰的丈夫
赴海地执行维和任务。她日夜
牵挂丈夫安危，无条件支持丈
夫，尽心尽力把家庭照顾好，消
除丈夫的后顾之忧。

吴汉杰荣获“全国好警嫂”
称号，其家庭被评为全国“五好”
文明家庭。

522 吴果英

吴果英，女，汉族，1948 年 4

月生，江西省丰城市洛市镇东安
村村民。

40 多年来，吴果英无怨无
悔、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有智力障
碍的养子，用超越血缘的母爱和
不离不弃的亲情，托举起一个孩
子的幸福人生，被亲切地称为

“最美养母”。
1977年 8月，在洛市镇卫生

院，一位妇女生孩子难产，失血过
多去世，妇女的丈夫将孩子遗弃
在卫生院。吴果英的丈夫知晓后
把孩子从卫生院抱回来领养，给
孩子取名范佰孙。范佰孙慢慢长
大，大家发现这个孩子和别的小
孩不一样，3岁多还不会说话，也
不和别的孩子玩。范佰孙五六岁
时，查出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
然而，吴果英并没有因此抛弃孩
子，四十多年如一日地悉心照顾
他，待他比亲生儿子还有耐心。

吴果英既要照顾范佰孙，又
要赚钱养家，每次她外出干活都
会把范佰孙带在身边。有一次，
吴果英带着范佰孙上山砍毛竹，
砍着砍着范佰孙就不见人影，她
找遍村里的每一个角落，直到凌
晨一二点，才在一棵树下看到范
佰孙。从此以后，吴果英不管去
哪里干活，都时不时地看一眼在
旁的范佰孙。

吴果英家境本就拮据，再加
上有智力障碍的范佰孙，附近的
姑娘都不肯嫁到她家。吴果英
的亲生儿子只能背井离乡，做上
门女婿。吴果英对儿子很愧疚，
总觉得亏欠了他。10多年前，吴
果英丈夫患病去世，家庭的重担
一下就落在了吴果英的肩上，家
中只剩下她和 40 多岁的范佰
孙。每天，吴果英的生活就是从
帮范佰孙穿衣做饭开始，洗衣、
砍柴，屋里屋外辛勤忙碌，一刻
也不停。范佰孙虽然 40 多岁
了，可是每周总有一两次大小便
弄在身上，吴果英就像照顾小孩
那样，帮他擦洗、换衣服。吴果
英从不跟大家诉苦，别人询问她
和范佰孙的生活，她总是开心地
告诉人家“好得很，感谢党和政
府的关照，我母子有吃有穿”。
对于范佰孙新学会的技能，她总
是如数家珍地向大家展示，言语
间透露着自豪和幸福。

吴果英荣登“中国好人榜”。

523 吴建智

吴建智，男，汉族，2000 年 5
月生，共青团员，昭通学院学生。

吴建智 10 多年来始终不离
不弃，从小照顾因事故失去双臂
的哥哥，一双手臂两人用，用自己
的臂膀撑起哥哥的生活和梦想，
用 实 际 行 动 诠 释 真 挚 的 手 足
之情。

吴建智的哥哥3岁时因触电
失去双臂。从懂事起，吴建智就
成了哥哥的“双手”。2006年，吴
建智与哥哥一起走进校园。10
多年来，吴建智与哥哥形影不离，
照顾着哥哥的生活。为哥哥洗
澡、洗衣服、穿鞋子是吴建智每天
的必修课。每天早上，吴建智总
是第一个起床，用最短时间穿好
衣服、叠好被子，然后帮哥哥打来
洗脸水、漱口水，挤好牙膏。收拾
好之后，吴建智背着自己和哥哥
的书包一起上学。晚上回到寝
室，吴建智先帮哥哥洗澡、洗衣
服，然后收拾自己的东西，他总是
寝室里最晚睡觉的那个人。吴
建智每天默默跟在哥哥身后，被
大家亲切称为“影子兄弟”。就这
样，哥俩一起走过了从小学到高
中 12年的漫漫求学路。在哥哥
看来，弟弟早就成了自己生命中
的一部分。“命运让我失去了双
手，但也让我有了最好的兄弟！”
说起弟弟，哥哥常常热泪盈眶。

2018年高考，吴建智分数超
二本线 50 多分，而哥哥的分数
只够上专科。两人分数相差较
大，被同一所学校录取的概率极
低。但吴建智坚持要带哥哥一
起上学，不想让哥哥的大学梦破
灭。哥哥不想牺牲弟弟的前途
来完成自己的梦想。面对艰难
抉择，在社会帮助下，弟弟为了
能继续照顾哥哥，最终选择和哥
哥同在昭通学院就读，在同一个
二级学院学习。临行前，母亲将
东拼西凑来的学费交给兄弟俩，
并特意嘱咐道：“一定要好好读
书，别辜负大家的期望。”兄弟俩
拼命点头。

“我要好好学一门技术，以
后能养活自己。”在哥哥看来，这
是唯一不拖累弟弟和家庭的选
择。而吴建智希望哥哥能像张
海迪一样，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一辈子的路还有很长，我愿意
一直做他的双臂，帮助他完成梦
想。”吴建智说。

吴建智荣获云南省道德模
范等称号，被授予云南青年五四
奖章。

524 张二玲

张二玲，女，汉族，1959 年 5
月生，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
区白狐沟街道脑包沟村村民。

40多年来，张二玲不但照顾
重病在身的公婆，还悉心照料着
3个无子女的叔叔和 3个身患精
神疾病的聋哑小叔子。面对生
活的艰辛，她始终不离不弃，毫
无怨言，默默付出，为家人遮风
挡雨，谱写一曲美德之歌。

张二玲在与丈夫结婚前就
知道，丈夫上有重病在身的父母
和 3 个无子女的叔叔，下有 3 个
身患精神疾病的聋哑弟弟，婚后
的负担可想而知。但她没有计
较这些，毅然撑起这个特殊的大
家庭。婆婆得了尿毒症，她伺候
到老。3 个叔叔卧病在床，她悉
心照料，养老送终。为了这个
家，张二玲省吃俭用，毅然留守
山沟照顾他们。

张二玲的心里装满了每一
个至亲至爱，却唯独没有她自
己。三小叔子胳膊骨折，她借了
8 万元做手术；四小叔子得了胃
穿孔，她借了 2万元做手术。父
亲得了脑血栓、又跌断了腿，她
去照顾；母亲得了风湿不能动
弹，她去照顾；姐姐患癌，弟弟脑
出血，她都去照顾。2014年张二
玲的丈夫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所
有的重活都落在张二玲一个人
身上，而她自己生了病，却顾不
上去医院治疗。

面对家庭重担，张二玲用勤
劳的双手撑起几经风雨的家。
2014年，张二玲老两口拿出多年
积蓄，加上政府补贴，盖起了砖
瓦房，3 位小叔子也一同住上了
有暖气的新房子。张二玲家把
包产到户分配的几只羊繁殖成
了 100 多只羊，成为新时代农牧
民勤劳致富的代表，一家人的日
子越来越好。

张二玲荣获内蒙古自治区
道德模范称号。

525 张水珍

张水珍，女，汉族，1963 年 4
月生，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锦阳
路街道水峪村村民。

35 年来，张水珍无怨无悔、
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的奶奶、父
亲母亲、养父养母和养父的弟弟
6 位老人，用坚韧担当谱写了一
曲新时代尊老、敬老、孝老、爱老
的赞歌。

1984年，张水珍经人介绍与
任新宏喜结连理。她刚嫁到任

家时，家里一贫如洗，全家老少7
口人挤在仅有的 4 孔破土窑洞
里，家中还有 4 位老人：体弱多
病的奶奶，丈夫的养父和患病养
母，未成过家的小叔父。此外，
丈夫的亲生父母也体弱多病，经
常患病住院。因其他子女常年
在外，她和丈夫主动承担起照顾
老人的重任。

婚后不到一个月，80岁的奶
奶查出肺癌晚期，吃喝拉撒睡全
在土炕上。村上不少人都为张水
珍捏了一把汗：一个新媳妇面对
这么个烂摊子，可咋办呢？当大
家看到张水珍每天为奶奶端屎端
尿，洗衣做饭，还把家里的其他长
辈照顾得妥妥帖帖、家务做得井
井有条时，都纷纷伸出大拇指称
赞。2010年，小叔父又患上偏瘫，
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腿脚
经常肿胀。张水珍承担起照料他
吃喝拉撒睡的重担，还坚持每天
用药汤给他泡脚。经过她的悉心
照料，老人能够站起来，被人搀扶
着还能挪着步子走几步。就这
样，张水珍不嫌弃、不放弃，一直
照顾老人到82岁过世。

张水珍还精心照顾着 81 岁
的邻居任彩霞。老人行走不便、
耳朵严重失聪，她总是耐心陪
伴，悉心照料老人。老人与她建
立了深厚感情，已经把她当作亲
生女儿一样看待。张水珍每次
出门时，都要精心安排好老人的
衣食起居。看着老人依依不舍
的眼神，她的心里总是酸酸的，
也暖暖的。她是大家公认的好
妻子、好母亲、好媳妇、好邻居。

张水珍荣登“中国好人榜”，
荣获陕西省道德模范称号。

526 张志旺

张志旺，男，汉族，1972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河北省衡水市
冀州区码头李镇王明庄村村民。

二十年如一日，张志旺精心
照料患病母亲，不惜卖房救治母
亲生命；多年照顾瘫痪的二哥、
二嫂，并为年迈二嫂养老送终，
谱写了一曲大孝至爱的赞歌。

1989年 3月，张志旺参军入
伍。1995 年初，父亲病逝，为了
不让母亲孤单，他放弃提干机会，
年底退伍返乡。因工作需要，经
常来往于冀州与石家庄之间，他
常常把母亲带在身边。从 1996
年起，母亲患上哮喘、脑梗塞等多
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二哥身
体不好，大哥、三哥在外地工作，
照 顾 母 亲 的 重 担 就 落 在 他 肩
上。2016年2月，母亲突然发病，
喘得厉害。医生建议在家观察，
并教给他救护方法。为让母亲
呼吸顺畅些，他跪在床边，用双手
托着母亲的上半身，隔几分钟就
变换一次位置。感觉母亲有痰
时，他赶紧拍其后背帮助咳痰，并
拿专用软管帮母亲从喉咙里把
痰一点一点吸出来。如此反复，
直至次日清晨。天一亮，张志旺
马上带着母亲到医院诊疗，在重
症监护室守护了10余天，母亲才
转危为安。同年 9月，母亲的哮
喘再次复发，被送进重症监护
室。每天 1万多元治疗费，半个
月下来就花去 20多万元。看着
靠输氧维持生命的母亲，张志旺
毅然卖掉石家庄的房子，坚持继
续治疗，再一次把母亲从死神手
里抢回来。那年冬天，被悉心照
料20年的母亲含笑离世。

二哥、二嫂先后瘫痪，二人
膝下无儿无女，张志旺承担起照
顾二哥、二嫂的重担。二哥弥留
之际，他向二哥承诺给嫂子养老
送终。他安排人给年迈的嫂子
做饭、打扫房间、换洗衣被，悉心
照料生活起居。嫂子有病时，他
出钱出力带嫂子住院就医，还在
卫生所立账户，方便嫂子看病。
二嫂临终时，虽然说不出话，但
是 一 直 充 满 感 激 地 看 着 张 志
旺 。 出 殡 时 ，张 志 旺 为 嫂 子
送终。

张志旺退伍不褪色，创办冀
州士心职业培训学校，遇到家庭
困难的学员，就减免学费甚至全
额资助。这些年，张志旺资助过
的学员有近千人。

张志旺荣登“中国好人榜”。
（下转第十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