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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九版）

550 梁格日其木各

梁格日其木各，女，蒙古族，
1949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固日班
花苏木财汉他拉嘎查村民。

梁格日其木各为了帮父母
拉扯 7个弟弟妹妹长大，13岁时
撑起整个家庭。为了照顾双目
失明的二妹，她至今未嫁。她用
大爱亲情温暖了家人，感人故事
在当地传为佳话，被誉为“内蒙
古好姐姐”。

梁格日其木各是家里的长
女，13 岁时，父亲生病卧床不
起，弟弟妹妹还小，瘦弱的她成
了家里的“顶梁柱”，她毅然放
弃了学业。梁格日其木各不但
要照顾常年卧病在床的父亲，
还 要 帮 母 亲 抚 养 7 个 弟 弟 妹
妹。其中，二妹由于两岁时患
病，导致双目失明。此后她一
直精心照顾二妹的日常生活长
达 64 年，直到二妹离世。三妹
12 岁时得了重病，由于交通不
便，梁格日其木各背着三妹顶
着烈日，步行穿过 20 多里炙热
沙漠，蹚过水流湍急的教来河，
到达八仙筒镇，从八仙筒镇乘
车到通辽，又到辽宁省阜新市，
一路寻医问诊，挽救了妹妹的
生 命 。 梁 格 日 其 木 各 含 辛 茹
苦，照顾弟弟妹妹，还为他们筹
集学费，让 3个弟弟妹妹上了大
学，现在都已成家立业。几十
年来，家里柴米油盐、生活琐
事，梁格日其木各全部承担，还
种着自家的承包地，饲养牛羊。

梁格日其木各是个热心肠，
19岁时，她被村民推选为财汉他
拉嘎查妇联主任，在担任妇联主
任的 22 年里，嘎查不论谁家有
事，她都有求必应，随叫随到，竭
尽全力热心帮忙。梁格日其木
各照顾家人的感人事迹被乡亲们
广为传诵，示范影响着嘎查群
众。当地涌现出许多感人的敬老
爱亲典型，形成良好风尚。

梁格日其木各荣登“中国好
人榜”。

551 隋广杰

隋广杰，男，汉族，1966 年 8
月生，吉林省大安市慧阳街道城
南社区居民。

隋广杰三十年如一日无微
不至地照料着患病的岳母。在
妻子因病去世后，隋广杰依然悉
心赡养着岳母。再婚后，又与现
任妻子共同继续照顾老人，用朴
实的行动诠释了孝老美德，是群
众心目中的“大孝女婿”。

1988年，婚后的隋广杰把岳
母李桂兰接到家中，主动承担起
照顾岳母的责任。岳母身体一
直不好，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
疾病。隋广杰夫妇没有稳定工
作，一直打工维持生活，即便如
此，夫妻俩坚持长年为李桂兰买
营养品调养身体，尽其所能陪伴
老人，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给老
人以照顾。

2014年，隋广杰的妻子因病
去世，给李桂兰老人带来沉重打
击，老人不吃不喝，陷入绝望。
女儿不在了，老人觉得不便继续
在女婿家生活，便带着伤痛准备
离开。这时，隋广杰来到老人身
边，郑重地说：“这些年我早已把
您当作自己亲生的母亲，淑玲走
了，我就是您的亲儿子，我为您
养老送终。”岳母被这番话深深
感动了。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岳
母的精神状态慢慢好转。老人
家逢人就说：“女婿就是自己的
亲生儿子！”

时光流逝，岳母李桂兰渐渐

体会到隋广杰“上有老下有小”
的难处，开始操心隋广杰的再婚
问题，到处托人给他介绍对象。
隋广杰心里有一个不容商量的
再婚条件，“必须孝顺前妻的母
亲”。后来，他的现任妻子刘淑
荣走进了这个家庭，他们共同承
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

隋广杰荣获吉林省道德模
范称号。

552 揣丽颖

揣丽颖，女，汉族，1979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西藏自治区山南
市加查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多年来，揣丽颖三地奔波，
无怨无悔地悉心照料藏汉双亲，
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孝道”，用执
着和坚韧、善良和勤劳，把民族
团结呈现得感人至深，把孝老爱
亲演绎得情真意切。

2009年，揣丽颖与藏族爱人
结婚。为克服藏汉差异、语言不
通、生活习惯不同等问题，揣丽
颖主动学习说藏语、做藏餐，了
解藏族的生活习惯，尊重藏族的
宗教信仰，孝敬公公婆婆，尽到
一个妻子、儿媳应尽的责任。

丈夫在拉萨工作，自己父母
在河北老家，揣丽颖经常要在拉
萨、河北、加查三地奔波。2010
年，揣丽颖回河北家中休产假期
间，公公被查出罹患肝癌，当时
自己的父亲也患有疾病，身体每
况愈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她最后一次给父亲做完护理后，
满怀着愧疚，怀抱刚刚满月的女
儿返回了西藏。

夫妻二人聚少离多，照顾年
迈奶奶的重担就落在了揣丽颖
肩上。工作之余，揣丽颖经常接
奶奶到她的宿舍居住。奶奶第
一次去揣丽颖宿舍时迟迟不肯
上床休息，她仔细一问才明白，原
来奶奶是怕自己的脚弄脏床单
和被褥。揣丽颖立即打来洗脚
水，蹲下给奶奶洗起了脚，并用藏
语关切地询问水的温度是否合
适，奶奶感动得热泪盈眶。

公公患肝癌晚期，食欲不
佳，揣丽颖想尽办法做到一日三
餐不重样，大半年时间，她翻阅
无数书籍，浏览大量网页，学着
做适合公公的饭菜。她每天都
要给公公翻身子、换被褥、洗脸、
暖脚、擦身、换衣服、喂药、喂水，
护理按摩，家里的卫生也收拾得
干干净净。病痛缠身的公公脾
气急，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揣
丽颖就默默地听着，一边帮公公
擦身子，一边心平气和地和公公
拉家常，减轻公公的痛苦。公公
过世后，揣丽颖严守藏族礼仪，
为公公送终，对酥油过敏的她，
一直默默守坐在酥油灯前，不停
地擦拭、祈福。

揣丽颖的家庭是一个藏汉
结合的民族团结之家，她用真情
真爱奏响了家庭幸福的交响曲。

揣丽颖荣获西藏自治区道
德模范称号。

553 葛莉娜

葛莉娜，女，汉族，1996 年 6
月生，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周家
镇乔坡村村民。

父母离世，让 16 岁的葛莉
娜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她用柔
弱肩膀扛下了生活苦难，为弟弟
妹妹撑起一个温暖的家，用实际
行动诠释爱和担当的亲情真谛。

2012年底，葛莉娜的母亲因
肝癌救治无效去世。不久后，瘫
痪 在 床 的 父 亲 因 悲 伤 过 度 去
世。那一年，葛莉娜 16岁、妹妹
6 岁、弟弟 3 岁。亲戚们商量将
弟弟送大伯抚养，妹妹送大叔抚
养，让葛莉娜继续完成自己的学

业。葛莉娜不想弟弟妹妹离开
这个家、离开自己，决定给弟弟
妹妹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毅
然放弃学业，回家承担起照顾弟
弟妹妹的重担。

葛莉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做饭，送弟弟妹妹上学后，自己
再去上班。晚上照顾弟弟妹妹
吃完饭，她还要为妹妹辅导作
业。等弟弟妹妹都入睡后，她又
要为他们洗衣服。她每天早起
晚睡，只能休息几个小时，可她
从不抱怨。

葛莉娜还要照顾年事已高
的外公外婆。外公患有轻微精
神疾病，外婆患有冠心病，两个舅
舅都在外地。每到周末，葛莉娜
安排好弟弟妹妹的生活后，就去
外公家为二老洗衣、做饭。2018
年的一个雨天，外公出门不小心
摔伤盆骨。为更好照顾外公，她
每天早晨 4点半就起床烧水、做
饭，给外公擦脸、擦身子、按摩。

每当谈起姐姐时，弟弟、妹
妹总是心怀感激地说：“父母给
了我生命，但姐姐是我们生命的
支柱。”谈起对未来的打算，葛莉
娜信心十足地说：“我想学一技
之长，提高家庭收入，为弟弟妹
妹将来考上大学准备费用，圆自
己的人生梦想。”

葛莉娜入选“甘肃好人”。

554 韩丽萍

韩丽萍，女，汉族，1945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海南省文昌市
冯坡镇白茅村村民。

2017年，丈夫和儿子先后患
病，韩丽萍坚强面对、悉心照料，
用柔弱双肩为家人撑起一片天
空；她坚持 30 多年义务照顾村
里多名孤寡老人，用爱心和善良
谱写一曲孝老爱亲的大爱乐章。

2017年初，韩丽萍的小儿子
被诊断为脑瘤，瘫痪在床。没过
多久，丈夫也因中风卧床不起。
家里两个男人倒下了，韩丽萍知
道这时她必须坚强，虽年逾古稀，
也要挑起生活的重担。那段时
间是她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小
儿子动了两次手术，病情仍没有
好转迹象。丈夫在家生活不能
自理，一日三餐都需要她照顾。
她每天从家里到医院来回奔波，
有一次因为过度劳累，晕倒在厨
房。但她没有放弃，“人生在世，
总要经历一些磨难，而我能做的
就是坦然面对”。在与病魔搏斗
数月之后，韩丽萍的小儿子病情
加重，经抢救无效去世。韩丽萍
拭干眼泪，送走前来探望的亲友，
第二天清晨雷打不动地到集市
买菜，回来做饭，给丈夫喂饭、按
摩、擦洗……日子一天天过去，
丈夫渐渐恢复，能自己下床走路
了。“我觉得自己还不会那么容易
被压垮”，面对生活的磨难，韩丽
萍始终微笑面对。

30多年来，韩丽萍坚持义务
照顾村里的多位孤寡老人，时间
最长的一位，她照顾了整整 8
年。其中一位老人 2014 年双目
失明，基本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韩丽萍每天给老人穿衣、做饭、
端屎、倒尿，从不嫌烦嫌脏，即使
在儿子住院期间也从未间断。
老人感动不已，逢人就说：“韩丽
萍比我亲生女儿还亲啊！”

韩丽萍自己生活也不宽裕，
但看到村里的孤寡老人孤苦伶
仃，只要自己身体还硬朗，就会
义无反顾地照顾。她做的这一
切，老伴很支持。“韩阿婆不计报
酬，35年来悉心照顾 8位没有亲
情关系的孤寡老人、五保户，有
几个人能做到？”韩丽萍用一颗
大爱之心敬老、爱老、孝老，村民
们既感动又敬佩。在她的影响
和带动下，村子里形成孝老爱
亲、敬老爱邻的文明之风。

555 谢荣华

谢荣华，女，汉族，1936年12
月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伊州区丽园街道友谊社区居民。

她年逾八旬，本该是被人照
顾的年纪，却用 52 年不离不弃
的真情付出，为智力残疾的女儿
撑起一个温暖的家，用自己的坚
持书写着人世间最伟大的母爱。

52年前，一场大病让三女儿
成为智力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当时曾有人劝谢荣华：“趁早把
孩子送走吧。”但是谢荣华却有
自己的坚持：“孩子是我生的，无
论怎么样我都要养大她。”52 年
来，她每天都会早起，叫女儿起
床，给她穿衣服，照看她洗漱上
厕所。吃饭时，谢荣华用勺子一
口口地喂女儿，一顿饭下来，至
少得花半个小时。每天晚上睡
觉前，她都要雷打不动地检查女
儿是否盖好被子，窗户关了没
有。谢荣华老伴身体一直不好，
照顾女儿的重担都落在她一人
身上。几年前，老伴因病去世，
留下谢荣华一人独自支撑着这
个家。无论多累她都咬牙坚持
着，因为她心中有个坚定信念，
那就是一定要照顾好孩子。50
多年来，她省吃俭用，每次有点
好吃的，她都留给女儿。

其他子女家庭困难、生活拮
据，体恤儿女的谢荣华硬是咬着
牙坚持自己照顾三女儿，一刻都
不离开。谢荣华做白内障手术
时，还没完全治愈就急着出院。
还有一次，谢荣华下楼梯时不小
心摔了一跤，胳膊肿得抬不起
来，只是去医院敷了外用药就回
家，用一只手做家务，照顾女儿
的生活起居。她说，虽然有邻里
和社区工作人员帮着照看，但是
我怕她给人家添麻烦。

外孙女知道谢荣华平时不
方便外出，经常帮着买生活用
品、水果蔬菜。社区干部与她三
女儿通过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
结为亲戚，定期去看望她们，还
为三女儿申请了城镇最低生活
保障金，来保障她们的基本生
活。谢荣华说：“最难的日子都
过去了，我要照顾好这个家，照
顾好孩子。”

谢荣华荣获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道德模范称号。

556 蓝连青

蓝连青，女，瑶族，1966 年 7
月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
林县镇圩瑶族乡镇马社区镇马
街居民。

蓝连青的家庭五代同堂，聚
集瑶、壮、汉三个民族。她侍奉
老人、教导孩子、操持家务，与其
他家庭成员相互携扶、互敬互
爱，把家庭照顾得细致入微。她
的家庭是乡里有口皆碑的“模范
家庭”，她是乡亲们眼中孝老爱
亲的榜样。

蓝连青丈夫的奶奶是乡里
长寿老人，享年 103 岁。奶奶在
世时，蓝连青总是每天一早来到
奶奶房中，照顾奶奶起床穿衣、
梳洗吃喝。晚上睡觉前，她都要
到奶奶床前探视，确认奶奶安睡
后才放心。有一次，奶奶上楼梯
时不慎摔倒，造成骨盆骨折，致
使腿脚不便，还导致大小便失
禁。为给奶奶医治伤病，蓝连青
按照老中医指点，到悬崖峭壁上
采草药。回家帮奶奶连续敷药，
坚持给奶奶按摩，让奶奶的病痛
明显缓解。蓝连青这样悉心照
顾老人，一干就是十多年，直至
2019年1月老人逝世。

为了让一家人经常回来看
望奶奶，蓝连青经常组织一些家
庭活动，一大家子人开开心心聚
在一起，奶奶也能看到子孙。

蓝连青丈夫的姐姐早年外
出打工，留下 2个孩子独自在家
中。孩子到了读书的年龄，蓝连
青接他们到家里，供他们上学。
她经常过问关心孩子的学习情
况，给他们买学习资料，鼓励他们
努力上进。

蓝连青当好丈夫的助手搭
档。丈夫是当地瑶山歌艺术团

团长，由于艺术团经费有限，她
主动为艺术团制作和修补演出
服装，帮忙做一些幕后工作。她
和丈夫还把散落民间、内容和唱
腔单一的瑶山歌进行提升，使山
歌的曲调唱腔更丰富，表现力更
强。在蓝连青夫妇的带领下，瑶
山歌艺术团多次参加各级各类
表演，频频获奖。

蓝连青家庭被评为全国最
美家庭。

557 蓝香梅

蓝香梅，女，畲族，1965 年 2
月生，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元和
街道李山前村村民。

33年来，蓝香梅悉心照顾体
弱多病的公公婆婆，拉扯丈夫的
3 个妹妹和患病的弟弟长大成
人。她用无私的爱、坚韧向上的
精神撑起一个温暖的家，被乡亲
们称为“云和好媳妇”。

33 年前，21 岁的蓝香梅和
邻村的陈序宗结婚。陈序宗的
父母年纪大了，大哥患有严重的
风湿病，下边还有 3个妹妹和一
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弟弟。蓝香
梅说：“陈序宗对父母的孝心、对
弟 弟 妹 妹 的 关 照 深 深 感 动 了
我。这样的男人靠得住，我要为
他分担重担。”

婚后，蓝香梅和丈夫一起挑
起了赡养老人、抚养弟妹的重
担。每天早上，蓝香梅总是第一
个起床做好早饭，侍候二老就餐
后才出门干活。夏天，她坚持每
天给老人洗澡；冬天，她给老人
买来电热毯，待被窝暖和后关好
电源自己再休息。她每天接送
妹妹上下学，照顾生活不能自理
的弟弟。为了撑起这个家，她起
早贪黑地干活，种香菇、栽杨梅、
种雪梨，还跟着丈夫去背木头、
锯木料、跑运输，再苦再难也咬
牙坚持着。

公公发病住院，蓝香梅没日
没夜地守候照顾，同一病房的病
人 都 以 为 她 是 老 人 的 亲 生 女
儿。2010 年，80 岁的婆婆接连
做了两次手术。手术后婆婆在
重症监护室一躺就是 3个月，在
普通病房又住了 1个多月，里里
外外都是她服侍。好几次医院
下达病危通知，婆婆也想放弃治
疗，她却说：“父母生了我们，养
了我们，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想
尽办法救治。”

街坊邻居都称赞蓝香梅是
“天底下难找的好媳妇”，她却
说：“孝顺老人，我只是做了身为
儿女应该做的事！”

蓝香梅荣登“中国好人榜”。

558 蔡玉华

蔡玉华，女，汉族，1953 年 6
月生，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涂岭
镇樟脚村村民。

面对家中重重变故，蔡玉华
以质朴的情感、坚强的意志，毅
然扛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她
早出晚归努力工作，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细心照料着四位残
疾的家人，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
这个家庭希望的天空。

蔡玉华原本有一个幸福的
家庭，夫妇二人育有二子，一家四
口生活虽不富裕，但和和美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接连的不
幸，让这个普通农村家庭蒙上了
浓重的阴霾。大儿子12岁那年，
患上肌肉萎缩症。祸不单行，原
本家里的顶梁柱公公和丈夫相
继失明。蔡玉华并没有被灾难
击倒，而是用她无怨无悔的付出
和日积月累的辛劳担起一家沉
甸甸的担子。蔡玉华无微不至
地照顾着他们，公公头疼脑热，她
守在床边照料，喂水喂饭、端屎端

尿；丈夫双目失明后，生活起居非
常不便，她充当丈夫的眼睛。生
活虽然辛苦，但蔡玉华每次想到
小儿子长大后能帮她一起照料
这个家，心里就有了安慰。

可是，致命的打击再次袭
来。就在丈夫失明的第二年，小
儿子竟也患上肌肉萎缩症。而且
随着年龄的增大，双眼视力减弱，
一只眼睛的视线已经模糊。面对
生活的磨难，蔡玉华还是没有向
命运低头，咬咬牙，重拾信心更加
努力地赚钱，细心地照料家人。

为了照顾这个风雨飘摇的
家，蔡玉华农时种田，闲时做小
工搬砖运石，赚钱补贴家用。每
天凌晨三四点蔡玉华就起床煮
饭、喂鸡喂鸭，照顾一家老小吃
饭，饭后便风尘仆仆赶去工地干
活。她曾在建筑工地上，和其他
男工友一前一后扛起用来盖房
子的重达 50多公斤的条石。干
完活回到家中，来不及换下汗湿
的衣裳，就在厨房忙着一家人的
晚饭。为了省下钱给家人治病，
蔡玉华对自己特别吝啬，3 元钱
一双的塑料凉鞋，一穿就是 5
年；一件衬衣白天穿脏了晚上洗
过，第二天再穿，一穿就是整整
10年。多年来，蔡玉华怀着一颗
孝顺之心、体贴之心、关爱之心，
践行着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
的宝贵品质。

蔡玉华荣登“中国好人榜”，
荣获福建省道德模范称号。

559 蔡春宝

蔡春宝，男，汉族，1960 年 2
月生，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万安
学校教师。

蔡春宝 47 年如一日悉心照
顾患病在床的弟弟，为了更好地
尽到兄长的责任，他向组织申请
调回家乡，放弃到县城中学任教
的机会，即便自己重病缠身，他
念念不忘的还是弟弟。蔡春宝
的事迹感动乡邻，在当地群众中
有口皆碑。

蔡春宝的弟弟蔡春文，比蔡
春宝小 12 岁，刚出生就患有脑
瘫、软骨病。随着蔡春文渐渐长
大，生活起居都离不开家人的照
顾。蔡春宝从小就一直帮助家
人照顾弟弟，喂他吃饭、帮他洗
澡，处理大小便，没有丝毫怨言。

1980年，蔡春宝从师范毕业
后，组织分配他到离家 27 公里
的将乐县余坊学区任教。但为
了照顾弟弟，蔡春宝向组织要求
调回了家乡。不幸接踵而来，父
亲突然因脑中风瘫倒，蔡春宝肩
上任务更重了。1997年，父亲去
世，蔡春宝与母亲一起无微不至
地照顾着蔡春文，在家人的精心
照料下，弟弟很少再生病。

因蔡春宝教育教学成绩突
出，县里想把他调往县城一中任
教，这是许多教师梦寐以求的。
但蔡春宝又一次婉言谢绝，他
说：“我在万安教书就好，这样可
以更好地照顾弟弟。”

世事难料，在一次体检中，
蔡春宝被告知患有肺结核。不
久后，母亲因病去世，照顾弟弟
的 责 任 全 落 到 了 蔡 春 宝 的 肩
上。2013 年 11 月，蔡春宝因肺
癌动了手术，术后他无暇顾及自
己虚弱的身体，又忙着照顾弟
弟。原本常常做的为他洗澡穿
衣、喂水喂奶、端屎端尿这些事
情，如今却成了极其艰巨的工
作，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

生活的阴霾再次笼罩这个
家庭。2014年10月，蔡春宝在复
查中得知右上肺的小节发生病
变需要再次手术，他只身一人到
省肿瘤医院接受化疗，留妻子在
家照顾弟弟。2015年 7月，他病
情恶化，肿瘤转移至脑部和左肾
上腺，生死关头，病床上的蔡春宝
心中最惦记的仍是弟弟。他抱
着“必须坚持下去，还要照顾弟
弟”的心态与病魔顽强抗争。

蔡春宝荣登“中国好人榜”。

560 蔺健君

蔺健君，女，汉族，1965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天津市红桥区
少年宫教师。

多年来，她无怨无悔地悉

心照料母亲和“前婆婆”“现婆
婆”，用柔弱双肩为三位老人撑
起温暖的家，谱写了一曲至孝
赞歌。

21年前，蔺健君的爱人因病
去世，留下年幼的女儿和经济拮
据的公婆。当生活的不幸、家庭
的重担如大山般压下来时，她没
有退缩，“就算他不在了，您二老
仍是我爸妈！”带着这句承诺，她
毅然决定留在婆家，一不分灶、
二不分心。9 年光阴中，她一边
孝敬公婆，一边培育幼女，生活
虽然清苦，却喜乐温馨。

女儿中考后，在亲朋好友的
鼓励下，蔺健君重新组建家庭。

“即便我改嫁了，您二老仍是我
爸妈”。多年来，每逢周末，她都
会挨个儿到前公婆家、现公婆
家、娘家看望老人们，雷打不
动。近几年，父亲和两位公公相
继去世，母亲和两位婆婆都已80
多岁高龄。“前婆婆”由于长年心
脏病、高血压，加上膝关节严重
损伤，无法下楼；“现婆婆”患有
严重脑血栓，生活已不能自理；
母亲也患有严重心脏病、类风
湿，需要有人照料。为了照顾好
这三位妈妈，蔺健君设计了一份

“值班表”，喂水喂药、擦洗按摩、
端屎接尿、逗笑解闷……但凡有
空，她就赶去三位老人家里，不
嫌脏不怕累，没有一句怨言。

“蔺老师，今天去哪个妈妈
家啊？”“早点走吧，别让老太太
等着”……蔺健君孝老爱亲的善
行义举，感动着身边每一个人。
当然，也有人心疼她：“连轴转照
顾三位老人，自己可别累垮了。”
每遇到这样的担忧，蔺健君总是
笑笑：“不累，能为三个妈妈尽
孝，这是我的福气。”

她不仅悉心照顾三位妈妈，
还将孝行延伸到周边需要帮助
的老人。小区张奶奶患有低血
糖等多种疾病，每次回家，她都
会留意她的情况。一次，蔺健君
发现张奶奶昏睡不醒，二话不说
就带老人去了医院。“蔺老师救
了我一条命啊！”康复后，张奶奶
逢人便夸。李爷爷偏瘫摔倒了，
她妥善照顾；社区老人看病急需
用钱，她总先行垫付……多年
来，她用行孝之心，奏响了一曲
曲感人乐章。

蔺健君荣获天津市道德模
范称号。

561 廖爱娟

廖爱娟，女，汉族，1969 年 9
月生，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
峰区甲山街道矮山塘村村民。

廖爱娟克服种种压力，无怨
无悔照顾患重度地中海贫血症
的养女，10年如一日为寻找治疗
方案忙碌奔波，她用实际行动诠
释超越血缘的“母女情”。

2009 年 12 月 12 日，廖爱娟
路过桂林市中心广场时，发现一
个女婴躺在婴儿车上，放着一些
婴儿用品和一张写着“地贫”二
字的纸条。廖爱娟在苦苦守候、
多方联系发现无人认领后，将孩
子抱回了家。几天后，孩子在医
院被确诊为重度 β 型地中海贫
血症，医生说这样的孩子找不到
匹配的造血干细胞，大多只能活
3到 5年。廖爱娟把孩子紧紧抱
在怀里，在心里默默下定决心：
要倾尽所能去关爱和治疗这个
孩子。廖爱娟夫妻二人决定收
养这个女婴。

要维持孩子的生命，需要
持续定时输血和排铁，巨额医
疗费用对一个本不宽裕的家庭
来 说 无 异 于 雪 上 加 霜 。 刚 开
始，因为孩子年纪太小，又常被
病痛折磨，每时每刻都需要有
人 照 顾 。 廖 爱 娟 放 弃 外 出 工

作，在家专心照料。作为老师
的丈夫承担起了家庭的经济重
担，多次因劳累过度造成胃出
血和高血压住进医院。廖爱娟
夫妇为给孩子治病，花光了积
蓄，抵押了住房，还背上了 30多
万元债务。

廖爱娟的家人也加入这场
爱的生命接力中，母亲把仅有
的 5万元积蓄全部交到她手上，
弟弟、弟媳和妹妹不仅在生活
方面全力帮助廖爱娟一家，还
拿出工资和积蓄帮孩子治病。
家人的支持，让廖爱娟更加坚
定续写孩子生命奇迹。家人的
关爱，也让孩子快乐成长，感受
着家庭温暖。

到了治疗地中海贫血症最
佳年龄的最后期限，廖爱娟经过
反复考虑，参加了电视寻人节
目，希望通过节目找到孩子的亲
生父母。她又多方奔走联系中
华骨髓库和台湾骨髓库，希望为
孩子找到合适的配型，但都无功
而返。如今，廖爱娟依然没有放
弃治疗的希望，在竭尽所能给予
孩子家庭温暖的同时，仍在用心
寻找着孩子的亲生父母和有效
的治疗办法，希望能让孩子早日
摆脱病魔。

廖爱娟家庭被评为全国最
美家庭。

562 谭淑章

谭淑章，女，汉族，1943年8月
生，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
口区朝阳街道万盛社区居民。

谭淑章悉心照顾 3 个与自
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为抚
养这些孩子长大，她舍弃生育孩
子的愿望，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
们，是孩子们心中最亲的妈妈。

1972 年，29 岁的谭淑章不
顾家人反对，从湖南老家远嫁
到石嘴山市，一结婚就当了继
母。第一次见到丈夫的 3 个孩
子 时 ，大 女 儿 7 岁 ，二 女 儿 两
岁，小儿子才两个多月。她看
到年幼的孩子刚失去母亲，心
疼不已，暗下决心要当好孩子
们的妈妈。当时，丈夫每月只
有几十元的工资，难以养活一
家人，只得把二女儿送到外地
由公婆照看。谭淑章到砖厂干
起了拉砖坯的重活，一天只有
1.2 元报酬。辛辛苦苦一年，她
有了点积蓄，赶紧把二女儿接
回宁夏团聚。面对困境，谭淑
章开始学习制作凉皮挣钱。每
天凌晨 3 点至 6 点，丈夫蒸凉
皮，然后谭淑章骑着自行车拉
着凉皮沿街叫卖。后来，她转
行做裁缝，租不起铺面，就在
百货大楼门前摆摊，每天总是
第一个去，最后一个走，一干
就是十几年。

谭淑章悉心呵护 3 个孩子，
放弃了生养自己的孩子。二女
儿上初中时，患上突发性骨髓
炎。谭淑章四处寻找，找到医生
连夜安排手术，使孩子避免被截
肢。做完手术，医生说，要是再
晚一会，孩子的腿就保不住了。
谭淑章又后怕又心疼，抱住二女
儿嚎啕大哭。在大女儿记忆中，
谭妈妈非常和善，爸爸每天忙工
作，她在家操持家务，所有心血
和精力都花在自己和弟弟妹妹
身上。儿子每次回想自己的童
年，都会动情地说：“生母给了我
生命，继母给了我人世间最无私
的爱。”

谭淑章对远在外地的公公
婆婆也不忘尽孝心。家里经济
条件困难，她就算借钱，也要每
月按时给公公婆婆寄钱。后来，
她将双方父母接到身边，共享天
伦之乐。

10 多年前，丈夫患上脑萎
缩、帕金森症等疾病，全身瘫痪，
一日三餐和大小便都由谭淑章
料理。为了减轻她的负担，已成
家的儿子带着妻儿搬回家与她
一起住。有谭淑章和孩子们的
照顾，丈夫从生病到去世，没有
生过褥疮。如今，虽然丈夫去世
多年，但儿子仍然与妈妈住在一
起。两个女儿每周都回来看母
亲，一家人相处融洽。

谭淑章家庭被评为全国文
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