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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点辛苦，但我现在很幸福，以
后就这么守着他。只要我不放弃，他就会
越来越好。”如今，周玲的日常繁杂又有条
不紊，她每天凌晨不到 5点就起床，为丈夫
擦洗、穿衣、喂水、做饭、喂饭、倒屎倒尿
……早晚各一次为丈夫按摩，其余时间便
是打理家务，陪丈夫回忆往事，读书给丈
夫听。空闲时，周玲还会带着丈夫、孙儿
一起参加《国学经典诵读》活动，丰富丈夫
的精神生活。

“我是资阳人。”“我和她是别人介绍

认识的。”“她很好。”……在周玲的细心、
耐心照顾下，现在袁世彬逐渐恢复了部分
记忆，可以进行一些简单交流。

“妈妈很伟大。”周玲的儿子袁冀川表
示，母亲对父亲爱的坚守深深地影响着
他。袁冀川说，他将以母亲为榜样，尽可
能抽时间回来照顾父亲，让爱与坚毅的品
格在这个家中传承。

周玲的朋友杨雅娴表示，周玲对丈夫
的不离不弃让人钦佩，他们夫妇的深厚感
情让人动容，见证了用爱创造的生命奇迹。

本报讯（记者 卢凌嘉）“真的太感谢出
租车师傅了，谢谢他拾金不昧，让我顺利坐
上高铁。”8 月 13 日，市民张先生拿到失而
复得的钱包，对拾金不昧的雁城出租车师
傅孙贵军连连赞叹。

张先生说，13日早上 8点过，他坐上孙
贵军师傅的出租车前往资阳高铁北站，准备
去成都给孙儿过生日。“我在高铁站进站时
才发现钱包不见了，当时急坏了。钱损失了
不说，包里的几张银行卡和身份证补办起来
太麻烦了，而且高铁肯定也坐不上了。”

另一边，出租车师傅孙贵军搭载第二
位乘客时才发现副驾驶座椅上有个钱包。
孙贵军当即查看钱包，想找到失主的联系
方式，发现钱包内有 5500 元现金、多张银
行卡和身份证，却未见联系方式。

“钱包掉了，失主肯定很着急，我就想

着得赶紧想办法把钱包还给失主。”于是，
孙贵军立马打电话向立达出租车公司报备
捡到钱包的事情，随后将钱包送到公司，希
望失主能联系公司找到钱包。

发现钱包不见后，张先生通过查找出
租车车牌信息，联系上了立达出租车公司，
知道钱包被出租车司机捡到后，张先生悬
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所幸张先生的高铁班
次发车时间还未到，他很快赶到出租车公
司拿到了自己的钱包。

上午 11 点，记者联系上张先生时，他
已顺利坐上了去成都的高铁。“钱包里的东
西一样不少，真是要感谢这位好师傅，我们
资阳出租车师傅都是好样的！”

谈起这件事，孙贵军表示，这只是一件
小事，是每一个出租车师傅该尽的义务和
责任。

推进“五城同创”

“今年是我丈夫重生的第12年，其中经历的艰辛简直不敢去想。”
回忆往事，年过六旬的周玲声音微颤，眼里饱含心酸而又欣喜的
泪水。坐在一旁的“植物人”丈夫袁世彬虽然不“主动、热情”，但精

神很好。
2011年，本报曾以《她用爱唤醒“植物人”丈夫》为题，报道了资阳媳

妇周玲悉心照顾“植物人”丈夫的感人事迹。今年8月7日，农历七月初
七，七夕节，记者再次来到周玲位于雁城领地坐标的家，了解他们近几年
的情况。

□ 实习生 代霞 本报记者 郭春荣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近日，资阳日报
微信公众号头条推送的《关于公交车站点
设置，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引起了市民
和网友的广泛关注，大家纷纷在微信公众
号后台留言。特别是雁城莲花山能否开通
公交线路、皇龙片区公交站点减少、快线 2
路站点设置以及公交延伸至乡镇等备受市
民关注。

带着网友的疑问和建议，记者采访了
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据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莲花山路段已由专家进行了线路规
划，该片区公交线路已经纳入《资阳市中
心城区常规公交发展规划 (2018 年-2030
年)》；皇龙片区站点问题，由于此前皇龙
路面改造，经过评估，公交站点的设置由

原来的三个减少到两个；快线 2 路在资阳
机车公司（原 431 总厂）设站的问题，为满
足市民快速通行的需求，快线公交是按照
大站停靠的原则，和普通公交线路站停靠
有所不同，因此暂无计划在此设站；公交
延伸至乡镇问题，当前客运线路能够延伸
到城区周边乡镇，如果公交线路再扩大延
伸，就会和客运线路发生重合，故暂不适
合延伸。

妻子悉心呵护不言放弃

“植物人”丈夫3年后站了起来开始说话

周玲清晰记得，2007年 7月 31日下午
2 时许，丈夫袁世彬在上班路上被一辆货
车撞倒，导致大脑损伤，左脑被切除三分
之一，右脑切除了三分之二，术后袁世彬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机体已没有意识，
认知能力已完全丧失，成了“植物人”，再
也不能回应呼唤。

结婚 20多年来，周玲和丈夫相处宛如
初恋。“我从未想过要放弃。”面对突如其
来的打击，周玲悲伤之后重整精神，决心

“即使把自己搭进去也要照顾好他！”
丈夫成了“植物人”，父亲告诉她“有

山靠山，无山自立”。在河北娘家人的精
神支持下，周玲更加坦然地面对这一切，
对丈夫不离不弃，呵护备至，照顾有加。
由于儿子在外地工作，照顾丈夫的重担便

落在了周玲一人的肩上。
起初，丈夫不能吞咽，周玲便将米粉、

蛋白粉调稀后用一根小管通过鼻腔给他
喂食；丈夫不能动弹，她坚持每天给丈夫
按摩……渐渐地，“植物人”丈夫有了回
应，周玲喜极而泣。

袁世彬由于大脑管理排泄功能区域
被切除，大小便不能控制。一次，周玲抱
丈夫上床时，他“无意”排了便。周玲准备
打水给他清洗时，丈夫又将水盆打翻了，
两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当时，周玲扭伤
了腰无法搀扶丈夫，丈夫便只能躺在地上
……

在周玲的细心照料下，3年后，袁世彬
终于能站立以及进行简单的对话。见到
丈夫逐渐好转，周玲悲喜交加。

“我从未想过要放弃”

“以后我就这么守着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践行

乘客遗落钱包 的哥拾金不昧获称赞

你对公交站设置的疑惑
我们帮你问好了，请查收

8月 13日，记者在雁
城鸿福花园小区看到，一
些居民图方便占用小区
公共区域晾晒花生，影响
了市民出行。市城管行
政执法局执法人员见此
帮助市民收回花生并对
其进行劝诫。

本报记者 郭春荣 摄

连日来“秋老虎”
发威，持续高温使游
泳馆成了市民消暑纳
凉的好去处。日前记
者在雁城四三一文体
中心游泳馆看到，许
多家长带着孩子在泳
池内戏水。
本报记者 黄志禄 摄

▲

▲

周玲为丈夫清理牙齿。

感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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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连日来持续的
高温天气让雁城变成了“大火炉”。8月 12
日，在海峡路口发生了非常暖心的一幕：一
位出租车司机为交警送上矿泉水。

12 日傍晚 6 点过，正是下班高峰。市
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执勤交警魏佳等人照
常坚守在海峡路口疏导交通。“警官警官，
麻烦你过来一下。”18点 50分左右，一辆由
西门铁路桥往南家坡方向行驶的出租车停
靠在路边，司机冲魏佳大声喊道。

魏佳听到呼喊，立即上前询问其需
要什么帮助。不想出租车司机突然从副
驾驶座位上拿起一个装有几瓶矿泉水的
塑料袋塞到魏佳手里：“天太热了，喝点
水，快拿着，我晓得这里不能久停，影响
交通……”还未等魏佳说声“谢谢”，出
租车已经消失在车流之中。愣在原地的
魏佳“眼睁睁”地看着这辆车牌号为川
MT0813 的 出 租 车 消 失 在 自 己 的 视 线
里。

这位出租车司机交警想对你说声谢谢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8月 13日，交
通运输部、发改委、财政部在发布《关于切
实做好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有关工作
的通知》（简称《通知》）中指出，要加快货车
ETC 车载装置安装，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组织发行机构，按照新的车型分类标
准，为货车免费安装ETC车载装置。

在加快货车车型分类调整工作方面，
《通知》明确，要严格按照《收费公路车辆
通行费车型分类》，对本行政区域内收费

公路的货车车型分类统一调整；按照《收
费公路管理条例》的规定，重新核定车辆
通行费收费标准，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发布，并报交通运输部备案。要确保在相
同交通流量条件下，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
体负担，确保每一类收费车型在标准装载
状态下的应交通行费额均不大于原计重
收费的应交通行费额。此项工作 2019 年
10月底前完成。

据央视网

交通运输部：

为货车免费安装ETC车载装置

本报讯（徐铭伟 记者 李小凤）近日，安
岳县中医医院用时不到一小时，成功开展
两例冠状动脉造影术。该项手术在安岳县
尚属首例。此次手术的成功，标志着安岳
县中医医院心病科整体水平迈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截至目前，该院已成功实施 12例
此类手术。

据了解，两位患者均因“胸闷、胸痛”不
适入院，初步诊断为“冠心病”，需做冠状动
脉造影检查。心病科考虑到冠脉造影术在
全县尚属首次开展，在科内充分讨论，决定
为他们实施冠脉造影术。该院心病科吴文
婷主任介绍：“冠状动脉造影术是用于诊断
和治疗冠脉疾病的一种微创方法，从患者大
腿根部股动脉或手腕处桡动脉插入一根导
管，进入主动脉，在数字减影的连续投照下

送入心脏导管，是目前最为先进的心脏病诊
疗方法，具有创伤小、时间短、痛苦小、安全
可靠、疗效确切的独特优势。术中一般只需
在穿刺部位局部麻醉，患者全程保持清醒。”

据悉，因人才、设备、技术等原因，冠状
动脉造影术一直未能在安岳开展，患者患
了此病需到上级医院治疗，有诸多不便。
为此，安岳县中医医院为方便患者就医，一
方面由医院牵头与西部战区总医院加强协
作，争取专家来院开展冠状动脉造影术的
技术指导。另一方面选派心病科多名医生
到西部战区总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
行专项学习，并全面掌握冠状动脉造影术、
冠脉支架植入术、临时起搏器植入术等多
项先进技术，取得独立手术资质，从而填补
了安岳此项医疗技术的空白。

安岳县中医医院

开展全县首例冠状动脉造影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