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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演出展风采
幸福生活添色彩

资阳好人王晓真

照顾瘫痪丈夫 19 年 勇敢坚强撑起家
□ 全媒体记者 卢凌嘉
“有他在，家才完整，他走了一年多了，
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说起离世的丈夫，
乐至县中天镇泰岳村的村民王晓真眼里泛
着泪花。王晓真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悉心照顾因意外事故导致高位截瘫的丈夫
19 年，无怨无悔，直至去年丈夫离世。2022
年，
王晓真被评为
“资阳好人”。

意外突然降临
打破幸福平静的生活
近日，记者来到王晓真家时，她正和
亲戚坐在院坝里一边闲聊一边择菜，看
着她热情的笑容，很难想象她曾经历的
艰辛。走进屋内，丈夫宋道武的床铺和
他的物品还整齐地摆放着。
“ 按照习俗，
这些是应该要烧了的，但我们想留个念
想。”王晓真说。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王 晓 真 经 人 介 绍
王晓真与丈夫宋道武。
（资料图）
与宋道武认识后结婚，日子过得平凡而
幸福。
“ 结婚这么多年他一直对我很好，
“我当时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回
对别人也很热心。”回忆起丈夫宋道武，
爱他护他心甘情愿
忆事故刚发生时的情景，王晓真仍心有余
王晓真脸上浮起一丝甜蜜，
“ 我们只生了
悸，她不停地哀求医生救救丈夫，哪怕只有
一个女儿，当时农村里面重男轻女，都劝
不离不弃演绎人间至爱
一丝希望也不要放弃。为筹齐手术费，王
我再生一个，他却坚决不准我再生，因为
晓真拨通了所有亲戚朋友的电话，向他们
受伤后，剧烈的疼痛一直折磨着宋道
我生女儿的时候难产，他害怕我再遇到
求助并以性命担保，等丈夫的病情稳定之
武，每晚他不得不使用大剂量的止痛药
危险。”
后，便立即回老家，哪怕是砸锅卖铁、卖房
品。而王晓真在丈夫手术后的两个月里没
岁月匆匆，转眼到了 1999 年，为了让
卖血，也会还清所有的借款。
有一天睡足过两小时的觉，每个夜里都要
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夫妻俩决定外出务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医院全力救治，三
为丈夫翻身、调整睡姿不下 10 余次，以减
工。平日里，他们省吃俭用，只给自己留点
个月后，宋道武保住了性命，但胸部以下功
轻他的疼痛。
“我知道他很痛，他怕我难受，
生活费和租房费用，其他的全部寄回老
能完全丧失，双腿肌张力为零，只能在轮椅
一直忍着不出声，有好多次，他以为我不在
家。2002 年的一天，意外突然降临，宋道
上度过余生。但王晓真的心稳定了下来： 家，我都听到他痛得呻吟。”说到这里，王晓
武在工地上被一根钢丝绳砸中，当场晕倒
“至少人还在。”
真抹起了眼泪。
在地，不省人事，
生命危在旦夕。

在没有钱交医药费的情况下，医院停
药了，王晓真只好带着丈夫出院。身处异
乡，丈夫需要照顾，治疗需要费用，孩子还
需学费、生活费等，这些开销该如何解决？
生活的重担压在王晓真肩头，日夜磋磨。
丈夫让王晓真放弃他，留他在那里自生自
灭，早日回家带好孩子。王晓真听了丈夫
的话，心如刀绞，却毅然承诺：
“只要我有一
口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你不能走路了，我
就是你的双脚。”
一句承诺，一生守护。
2004 年 ，王 晓 真 带 着 丈 夫 回 到 了 家
乡。那年女儿考上了成都的学校，为了省
钱，王晓真和女儿商量，一家三口暂借住在
成都一亲戚家中。清早，王晓真就背着背
篓去菜市场挑拣菜贩子丢掉的菜，白天一
边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一边靠修鞋、擦皮
鞋赚钱。她每天为丈夫洗漱、按摩，背其上
下床、帮助排便、翻身等，光是换褥疮药一
次就要花上 2 个小时：先用双氧水去腐，后
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再用紫外线等照射
杀菌，最后上药包扎……每周还需要换一
次尿管，在县医院换一次要 100 多元钱，考
虑到费用昂贵，且丈夫坐轮椅从家到医院
极其不便，王晓真便自己学习换尿管、输
液、冲洗膀胱……
“照顾他，说不辛苦是假的，但有他在，
家才完整，我希望还能再护着他 20 年。”王
晓真说，在宋道武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肺
炎转成败血症，身体状况急剧恶化。那段
难熬的时间里她常常向丈夫寻求保证：
“你
答应了我还要再陪我 20 年的，
不陪我 20 年，
再陪我 2 年也好。
”
但遗憾的是，
宋道武还是
带着对妻子和女儿深深的牵挂离开了。
谈起这 19 年的艰辛，王晓真说，她心
甘情愿，只是后悔没把丈夫照顾得再好一
点。

幼儿园大门紧邻小区车库

家长接送孩子乱停车 业主车库被挡很头疼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谢承爽）
“幼儿园大门紧
邻小区车库入口，
一到放学时间，
接孩子的轿车、
电瓶车就挡住了小区住户进车库的通道……”
近
日，
家住雁城帝景名苑三期的王先生向记者反
映，
每到放学时间，
业主开车入库有点难。
王先生说，
帝景名苑小区三期大门外有家
幼儿园，
接送孩子的家长常常在道路上、
小区门
口随意停放电瓶车，
甚至堵住了地下车库入口，
导致小区业主无法正常驾车出入，
“车主三番五
次请家长挪车，
无任何人回应。
”
王先生说。
王先生提供了一段业主拍摄的视频：一
辆货车欲进入地下车库，被违规停放在车库
入口处的电瓶车阻挡，驾驶员多次招呼并鸣
笛后才有人来挪车让道。
近日，记者来到帝景名苑小区了解情况。
小区物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曾跟在门口
停车的家长沟通过此事，
家长却表示：
“这是公
路上，
不归你们小区保安管。
”
据小区保安介绍，幼儿园一般下午 5 点放

学，家长来接孩子大概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随后记者联系了该幼儿园负责后勤工
作的老师。该老师表示，幼儿园在放学的时
候设置了专门的电瓶车停放区，但是放学的
时候校门口确实人多车多，学校也没有那么
多人手去引导每一个家长规范停车，
“ 既然
小区业主提了这个要求，我们会再在家长群
里发一下相关要求，请家长规范停车，把小
区车库通道让出来。”
当天下午5点左右，
记者再次来到该幼儿园
门口，
发现大多数家长有序停车，
只有个别家长
仍把轿车停在进车库的道路上。学校也专门安
排了一名老师在路边维持秩序，
提醒家长规范
停放车辆，
总体来看乱停车现象有所改善。

11 月 18 日 ，资阳供电公司电力员工正对乐至县 35kV 仙童线、35kV 仙许线
实施线路迁改，
积极为当地重大工业园区项目建设“让位”
。
张宇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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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嘉欣 张露）11 月 22 日，2022 年资阳
市第三届“百姓大舞台 志愿服务展风采”惠民展演决赛在雁城三
贤广场举行，13 支优秀文艺志愿服务队伍为市民们带来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
展演比赛现场，器乐合奏、合唱、舞蹈、走秀等精彩纷呈的节
目竞相登台，一个个围绕脱贫攻坚成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双
拥情怀而创作的节目，充分展现了我市广大干部群众感恩奋进
的精神风貌和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幸福感、获得感。接地气的
演出形式深受大家欢迎，
赢得掌声不断。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繁荣群众文化事业，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弘扬志愿
服务精神。三年来，我市通过开展展演比赛活动，推出了一大批
优秀的文艺队伍和精彩的文艺节目，文艺志愿服务队伍带着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走进社区、乡村，将文艺大餐送到群众家
门口，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雁江区总工会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
本报讯“您好，腹部 B 超请往这边走。”
“这是您的早餐，请拿
好！”近日，一批奔波在路上的“追梦人”在雁江区人民医院感受
到了来自
“娘家人”的关爱。
11 月 21 日，雁江区总工会联合雁江区人民医院、绵阳市商业
银行为 20 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免费体检，以实际行动关爱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心健康，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断增
强其社会融入感、获得感、幸福感。
体检现场，雁江区总工会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雁江发展
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做好疫情防护、做好劳动安全保
护、重视身体健康，以良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风貌，更好地服务
雁江经济发展。
“天天在外面奔波，想不起来体检，没想到我们还能有免费
体检的机会，而且体检项目齐全、服务热心周到，真是暖到了我
们心坎儿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张先生在完成体检后说道。其
他参加体检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纷纷表示，工会这个大家庭
让他们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

石羊镇

“一元钱”
破解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难题
本报讯（艾兰花 廖朱朱）近日，笔者走进安岳县石羊镇六合
村，只见道路整洁通畅，岔路口和民居较为集中的地方均摆放了
崭新的垃圾桶。
六合村村民李秋英告诉笔者，如今的整洁村貌要归功于“一
元钱”模式。她提到的“一元钱”模式，即村民每人每月交一元
钱，用于聘请保洁员、垃圾清运、增设环卫设施等，有效地解决了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投入难、减量难、监督难、常态保持难问题。
据悉，今年 9 月，石羊镇在全镇推行“一元钱”治理模式，为乡
村治理探索出了新路径。在六合村顺利推行该模式的同时，石
羊镇瑞云社区也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集
体讨论决定：按每户每年 40 元的标准收取垃圾治理费，每人每月
一元钱左右。
据瑞云社区党总支书记安德全介绍，2019 年以来，社区着力
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难题，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管理长效
机制。2020 年，社区进一步优化管理机制，红白喜事办酒席产生
的垃圾治理费按照 10 桌以上 100 元、20 桌以上 200 元的标准收
取，目前共聘用 4 名环卫工人负责日常保洁工作。
投入“一元钱”，取得治理大成效。石羊镇将继续纵深推进
“一元钱”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真正实现
环境卫生共创、共享，
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