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患疑难病，他边陪读边带娃求医

坚坚强强““奶奶爸爸””陪陪儿儿上上课课已已六六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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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师学武介绍，2002年儿
子的出生对于全家来说是最大
的幸福。可慢慢地，家人发现平
时活泼可爱的儿子走路晃荡得
厉害，必须有人扶着才能行走，
刚开始以为是缺钙，可随后又
出现手抓不起物品，手臂也抬
不起来的情况。师学武赶紧带
着儿子求医，当地医院诊断结

果给他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不
相信这是事实，又带着儿子去
北京等地检查，却依旧被告知7

岁儿子患有罕见的进行性肌营
养不良，根据现有的医疗水平，
只能延缓病情发展，无法彻底
康复。

知道了儿子的病情，师
学武感觉天要塌了下来，他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他不
相 信 儿 子 的 病 治 不 好 ，所
以，他背起儿子继续走上寻
医治病的道路，医药费花了
数 万 元 ，病 却 一 直 没 有 治
好 ，孩 子 也 到 了 上 学 的 年
龄。每天六点准时扶起儿子
起床，帮助儿子穿衣服洗漱
吃 饭 ，然 后 再 背 起 儿 子 上

学。每一个动作他都那么小
心翼翼，师学武表示，儿子是
就像自己的心头肉，他相信
有一天儿子一定会站起来，
所 以 他 要 用 生 命 去 照 顾 儿
子。每次他一口一口喂孩子
吃饭时，总怕饭菜不好吃，或
汤水太冷太热，喂饭时总是
特别小心。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婷婷
本报通讯员 黄加芳

“如果可以用生命换来儿子的健康，我愿意！”46岁的师学武含泪说出了自己的心声。27日，记者走进师学武家，他
正在一口一口给儿子喂饭。背儿子上学，陪孩子听课、念书、求医.....这已成为师学武生活的全部。

晴天霹雳 7岁儿患上疑难病

“我不会放弃给儿子看病，
更不会放弃孩子的学业。”师学
武坚定地说。孩子上学了，对于
师学武来说也意味着他要更加
辛苦了。

陪孩子读书已经成为师学
武生活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伴
随着朗朗的读书声，坐在儿子
旁边的师学武缓缓的舒了一口
气，看着儿子聚精会神的听课、

写作业，他很满足，这也许是他
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可到
了周末，师学武又开始忙碌，他
要背起儿子南北寻医，今年儿
子已经12岁了，但是他从未放
弃过孩子的治疗，六年了，师学
武把济南、北京、上海等地都跑
遍了，师学武含泪告诉记者，只
要活着有一口气，他就不会放
弃希望，不会放弃儿子的治疗。

师学武就像儿子形影不
离的好伙伴，陪儿子一起上
学、听课、写作业，记者看到，
为了让儿子上课听讲坐的牢
稳，他专门给孩子做了一个特
殊的“宝宝椅”，这个椅子可以
抵住儿子的后背，让他挺胸抬
头听讲，且不容易摔倒。下课
的时候，师学武还会给孩子揉
揉肩，捶捶背让他放松一下，

从而劳逸结合的学习。上课
时，师学武是儿子的同桌同
学，帮助儿子削铅笔，翻课本，
下课时，师学武是儿子的好朋
友，给儿子讲笑话，帮助儿子
做简单游戏。每当师学武看到
儿子的笑容，才会松一口气。
记者获悉，儿子听讲时他也会
认真听讲，以便儿子有不懂
的，可以给儿子讲解一下。

一周五天陪读两天求医

46岁的师学武是税郭镇一
位地道的农民，平日靠种地打零
工来获得经济收入，虽然生活清
苦但很满足，可儿子得病后，师
学武全家如天塌下来一样。

六年来，师学武一刻也不
离开孩子，恐怕孩子有半点闪
失，晚上睡觉师学武把儿子搂
在身边，以便随时照顾，帮助儿

子夜里口渴喝水或是上厕所。
由于儿子晚上睡觉无法翻身，
师学武夜里没有睡过安稳觉，
怕孩子睡觉不翻身太累，他夜
里总要定时醒几次给孩子翻
身。师学武表示，自从孩子得
病后，一个完整的觉都没睡
过。

师学武告诉记者，他感觉

现在为儿子所做的一切非常值
得，孩子很懂事，上课期间，为
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他尽量少
喝水，有时候一上午都不喝水，
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才喝，这
样就减少了上厕所的次数。对
待儿子师学武从来没有急躁
过，只要儿子说要上厕所，师学
武赶紧抱起儿子，无论大小便

他都抱着儿子上厕所，从未嫌
弃过。他不敢想象几年后孩子
病情恶化的结果，他想找一家
康复训练的医院，为孩子进行
肌肉康复训练，改善目前的症
状，延缓全身瘫痪到来的时间。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全身心照顾
好孩子，陪孩子上好每一节课，
过好每一天。

夜里定时给儿子翻身

陪儿子读书是师学武的必修课。

吊吊椅椅遭遭损损 还还有有人人偷偷偷偷垂垂钓钓
东湖公园这些“黑镜头”里有你吗

本报枣庄6月29日讯 (见
习记者 孙越 ) 枣庄市东湖
公园以美丽的风景漂亮的亭
台楼阁，自建立以来被市民
喜爱，成为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 。然 而 ，记 者 2 9 日 走 访 发
现，园内一些公共座椅遭到
损坏，还有市民违规水边垂
钓。

29日上午，记者在东湖公
园一些相对隐蔽的地方看到了
三三两两的垂钓者，有的甚至

是在使用地笼捕鱼，而在其不
远处赫然写着“禁止垂钓”的
指示牌。部分游玩市民为了纳
凉随意坐在树木底下，导致一
些植被遭到破坏，而原本正常
使用的吊椅也已不见了踪影。

“东湖公园本来很美，却被一
些不文明行为抹了黑。”住在
附近小区的赵女士告诉记者，
每到周末休息的时候，来此游
玩的市民特别多，虽然大部分
市民能够遵守规则，可一些不

讲文明的市民确实让人很难
以接受，看着美丽的公园被他
们破坏，赵女士表示很气愤。根
据市民反映的问题，记者沿着
湖岸行走发现，过了湖心岛附
近，一名市民正在准备用地笼
捕鱼，而在他不远处的另一名
市民正在垂钓，在其储存所钓
鱼的桶内，记者看到有不少小
鱼苗。“不是禁止钓鱼吗，怎么
还在这钓？”记者问。钓鱼者回
答：“也就是钓着玩玩，也钓不

了多少鱼。”随后，记者通过钓
鱼者讲述了解到，不仅白天有
人垂钓，到了晚上还有不少人
利用夜光鱼漂钓。

就此现象，东湖公园正在
巡逻的工作人员表示，关于垂
钓者的整治他们会加强巡逻力
度，杜绝钓鱼现象的发生，至于
破损的吊椅以及相关设施的修
理也会尽快与相关部门对接修
缮，同时工作人员呼吁市民文
明游园。

本报枣庄6月29日讯(记者 杨
霄) 记者29日从相关部门获悉，中
小学暑假即将开始，枣庄市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7月5日假期开始，普通
高中学校7月12日假期开始；全市中
小学校9月1日学生报到上课。

据介绍，今年中学新生军训纳
入社会实践或选修课程，在9月1日
开学后进行。军训时间初一新生不
得超过7天，高一新生为7至14天，各
区市及初中学校可自行决定是否军
训。另外，在暑假期间，学校将组织
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校舍安全排查小
组，对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舍进行
一次全面排查。同时，学校可适量布
置复习巩固性书面作业，并倡导学
生制定假期锻炼计划，鼓励家长与
孩子一起参加体育锻炼。在假期中，
教育局建议学校引导家长加强对子
女暑期上网的教育管理，组织学生
开展读书系列活动。

初一学生军训

不得超过七天

本报枣庄6月29日讯(记者 杨
霄 通讯员 王夫阔 ) 6月25日，
由枣庄市文明办、枣庄市教育局、枣
庄市邮政局联合举办的枣庄市2014

年少儿书信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市
中区文化路小学举行。

本届少儿书信文化活动以“中
国梦”为主题，结合“我的中国梦”、

“建设美丽枣庄”等内容引导全市少
年儿童通过书信写作拓宽与父母、
与社会的沟通渠道，以新鲜的思维
方式诠释出传统书信文化在新时期
的特殊魅力。据了解，此次书信活动
从今年的6月开始，一直到9月底结
束，书信作品文体不限，字迹要求工
整规范，必须是本人的真实作品，活
动组委会将对参赛书信作品进行集
中评选，并推荐上报优秀作品参加
省级评选。

少儿书信文化

活动启动

国家级重点学校，2014

年开设发、供电专业全日制
统招“三二连读”大专班和中
专班，毕业后按专业全部对
口安置到发电厂、供电等单
位工作，保证学生全部就业，
省人社厅签发《就业报到
证》。

地址：临沂市兰山区汪
沟驻地，从长途汽车站乘K57

路公交车到校下车
电话：0539-8532618

8530909

网址：www.lydlzz.com

学电力专业
干电业工作

临沂电力学校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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