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

蚌埠市民徐翠英是一个普普
通通的家庭妇女袁 三十年来不离
不弃袁照顾着一家老小 7 口人袁在
生活结据时袁 她还是用勤劳善良
的双手袁支撑着一个家袁她坚信困
难都会随时间而退去袁 生活会一
天天好起来遥

选择这个家 早已做好一切
准备

1988 年嫁给徐其艳袁其丈夫
徐其艳自幼聋哑袁1993 年又因工
伤双目失明遥 丈夫完全丧失了劳
动能力袁 生活也很难自理遥 一家
老小的吃喝只能靠丈夫的 1400
多元的病退救济金维持袁而两个
孩子的教育花销则只有仰仗公婆
贴补遥 生活虽说艰苦袁 可在勤劳
善良的公婆照顾下袁 日子还能过
得去遥徐翠英相信只要公婆还好袁
只要孩子长大了袁 所有的困难都
会在时间中退去的遥

可是野屋漏偏逢连阴雨袁船迟
又遇打头风冶遥 先是公公得了老
年痴呆袁 后是婆婆患上了腰间盘
突出遥 生活中的不幸又何止这些
呢浴 前不久公公又添新症袁 而婆
婆的脑溢血则险些要命遥 大量的
医疗花销暂且不管袁 可这后续的
治疗与照顾又将怎么办呢钥 靠小
叔子海林钥海林他自己也病倒了袁
半年住了三次院遥 靠姐姐钥 姐姐
也不容易袁 姐姐二十多岁时就患
上了类风湿袁三十年来姐姐一直
饱受病痛折磨袁手脚变形袁疼痛难
忍袁 姐姐的处境也非常艰难遥 操
心虑事袁费用支出袁为父母袁为弟
弟袁姐姐还能扛得住吗钥

无数个夜晚袁 无数次盘点家
里的不幸袁徐翠英时时感觉天要
蹋了遥家里的天塌了袁躲袁能躲吗钥
要是能躲袁 当初就不应该选择又
聋又哑的徐其艳为伴遥 丈夫是忠

厚的袁公婆是善良的袁姐姐弟弟是
诚信友好的遥选择徐家袁做徐家的
媳妇袁 三十年前徐翠英就已经做
好了思想准备遥

砺尽磨难 仍用心相伴
三十年来袁徐翠英在野无声冶

的世界里与丈夫用心相伴袁 让丈
夫感受自然的旋律遥 丈夫失明的
十几年来袁做丈夫的眼睛袁同样让
丈夫看到了生活的光明遥 一家四
口袁儿女双全遥 生活虽说清贫袁但
依然快乐遥相夫教子袁徐翠英与徐
家始终不离不弃遥困难砺练坚强袁
责任成就担当遥公婆病了袁相较于
丈夫的残疾袁 相较于早年经历的
磨难又算什么遥 天塌了我撑着遥

徐翠英和公婆日常所居也只
是楼上楼下的三米相距遥 为了更
好地照顾公婆袁 徐翠英把自己从
四楼搬到三楼袁 住到公婆身边遥
公公患的是老年痴呆袁 伺候痴呆
的老年人意味着什么袁 你得像伺
候孩子一样用心呵护遥哭了闹了袁
你得哄他曰拉了尿了袁你不能就让
他在那脏着遥 成人的屎尿袁 又脏
又臭遥 弄到身上袁弄到床上袁洗衣
服袁洗床单袁哪来的时间节点钥 勤
洗勤换袁老人才能少受委屈遥一盆
又一盆地洗袁一件又一件地晒袁日
复一日袁倒也没有什么遥可是哄公
公不哭不闹袁哄公公擦屁股袁特别
是擦屁股袁 不知怎的袁 自己做不
了袁还拒绝别人碰他的屁股袁哄哄
哄噎噎遥 没办法袁为难也得做遥

以前是婆婆照顾公公袁 现在
婆婆也病倒了遥 多年的腰间盘突
出袁虽然做了手术也仍不见效果袁
两个月前婆婆突发脑溢血后袁不
要说再去照顾公公袁 就是婆婆自
己的生活也难自理遥 洗头洗澡袁
端屎端尿袁赶集上店袁洗衣做饭袁
生活俱细袁大多亲历亲为遥

照顾公婆吃喝袁热凉冷烫袁酸
甜苦辣袁生熟软硬袁营养均衡袁虽
说自己不是专家袁 可是吃饱吃好
是她必须得明确的第一原则遥 这
些年袁徐翠英的胃口变了袁五十来
岁的人得逼着自己去适应生病老
人的饮食遥

分身乏术 娘婆难两全
徐翠英不容易袁 她的身体也

不好遥 居高不下的血压让她常年
不能断药曰家务的繁忙袁心情的沉
重袁 吃不好睡不好经常让她头晕
脑胀曰尿酸升高袁肾脏也早已向她
发出警告袁 可是她哪有时间哪有
精力去顾及自己呢遥

徐翠英还有一件让她非常纠
心的事情遥 自己的老娘今年也已
八十六岁了袁 以前婆婆身体好的
时候袁 自己总会隔三差五地去看
看母亲袁给母亲洗洗涮涮袁做点吃
的袁说说话袁可现在不行了遥 相隔
数月袁再次去看母亲时袁母亲人很
消瘦袁精神也明显不如往常遥母女
相见泪眼汪汪遥 说到此处徐翠英
心酸袁她感叹野分身乏术袁娘婆难
两全冶遥 是的袁照顾丈夫袁照顾公
婆袁这些年她很少离开过家遥她知
道他们更需要自己袁 他们更离不
开自己遥

徐翠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家庭妇女袁小学也没念过几年遥她
哪来的强大钥哪来的境界钥徐翠英
说院野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
天遥我也有儿有女袁我相信他们都
能看到我的所作所为冶遥 何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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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声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31198711156548 号 渊葛洋月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野清白家风不染尘尧冰霜气骨玉精神遥冶7 月 8 日袁湖
南省衡阳市野颂党恩 传家风冶好家风好家训巡讲启动仪
式在蒸湘区政府会议中心举行袁 并在该区开展全市首
场巡讲活动遥

衡阳市还为该市 32 户分获国尧省尧市级相关荣誉
的家庭进行现场颁奖遥 其中袁蒸湘区曹亚斌家庭荣获全
国文明家庭遥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袁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袁才
能有整个社会的风清气正遥 近年来袁蒸湘区扎实开展创
建野文明家庭冶尧寻找野最美家庭冶等系列家庭文明创建
活动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广大家庭积极参与袁涌
现出一批典型模范袁有力引导全区居民感悟家庭美德尧
提升家庭素养尧厚植家国情怀袁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
气袁 为该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和
道德滋养遥

近年来袁蒸湘区高度重视家庭建设袁积极挖掘家庭
教育讲师人才袁创新开展家庭教育工作遥 全区 6 个镇街
下辖所有村渊社区冤已全部建立家长学校尧妇女之家和
儿童之家袁其中立新二社区尧幸福村等 4 个村渊社区冤基
地被分别评为省示范点及省及示范单位遥 同时该区充
分发挥基层妇女儿童阵地作用袁创新开展野书香润德袁
相伴成长冶亲子阅读尧野回雁家园冶家庭教育巡讲等形式
多样的家庭教育活动和培训讲座袁搭建亲子阅读平台袁
推广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曰开展野传统文化继承冶野家庭
教育理念冶野家风展示冶等互动活动袁常态化开展家庭美
德宣传实践袁充分发挥典型模范带动作用袁培育良好的
家风家教遥

家风建设没有终点遥 接下来袁蒸湘区将会继续开展
系列活动袁探索社区家庭教育工作新模式袁对家长学校
进行分类管理袁持续推进全区家庭教育工作规范化尧科
学化尧系统化袁以家风促社风袁为蒸湘野最美城区冶建设
添砖加瓦遥 曾晓姣

福建福州院
爱心茶摊送清凉

7 月以来袁福建省福州市气象台多次发布高温橙色
预警遥 7 月 7 日起袁由福州市委文明办尧市城管委和福州
晚报联合主办的野爱心茶摊送清凉冶活动再次启动袁为
高温下的劳动者送去野清凉大礼包冶遥 同时袁推出野致敬
高温下的城市劳动者冶线上公益募水行动袁呼吁更多爱
心商家和市民关爱户外劳动群体遥 康金山

广东惠州院
网上红色展馆上线

近日袁 由广东省惠州市委宣传部尧 市委网信办指
导袁惠州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惠州网上红色展馆上线袁
广大党员干部尧群众动动手指袁足不出户就可野云游冶惠
州红色景点袁了解红色故事尧接受红色教育遥 这是惠州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尧 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的生动体
现遥 刘腾

山东莱西院
道德积分助推崇德尚学

山东省莱西市围绕党史学习教育要求袁 将道德积
分体系与党员干部群众学习教育相结合袁 通过项目引
导尧成果量化尧积分兑换尧表彰奖励等具体举措袁充分激
发学习热情袁营造崇德尚学浓厚氛围袁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群众尧深入基层尧深入人心遥 廖斌

7 月 4 日袁由宿迁日报社主办尧速新闻承办尧江苏省宿迁市实验学校协办的野红
色诵读进校园冶活动在宿迁市实验学校举行遥 丰富的史实尧激昂的声音袁让全体师生
接受精神洗礼尧受益匪浅遥 图为情景剧讲述红色土地上的战斗故事遥 时晓凯摄

传承红色家风 涵养文明力量

徐翠英院

三十年的不离不弃照顾一家 7 口老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