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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纯纯爷爷们们””卜卜海海红红的的爱爱妻妻路路
┮妻子瘫痪，他不离不弃；高昂费用，家庭难以为继
┮本报蚂蚁义工团爱心救助，呼唤更多人献出爱心

见习记者 袁文卿
本报记者 邢孟

卜海红是巨野县一位普通
的农民，2013年5月，卜海红妻子
不幸患病瘫痪，他不离不弃、悉
心照顾，但由于家庭贫困，实在
无力担负高额医疗费用。本报蚂
蚁义工团巨野分团了解情况后，
及时募集善款。22日，第一批善
款被送到卜海红手中。

妻子瘫痪

痴情男儿不离不弃

卜海红今年32岁，家住巨野
县万丰许面庄。1999年开始在
烟台蓬莱一家渔业公司打工，
2005年认识比他小两岁的妻子
刘满尧。两人2008年结婚，育有
一子，今年6岁。2013年，卜海红
夫妇不仅帮家里把自己与弟弟
结婚时欠的债全部还清，还攒
了20万元，准备在妻子家乡承
包鱼塘。

原本幸福的生活即将开
始，没想到恶魔却在此时降临

到妻子头上。2013年5月时妻子
刘满尧开始腹泻，在济宁附属
医院检查时突然发病，后被确
诊为混合性脑卒中，大面积渗
透性脑出血导致颈部以下全
瘫，丧失语言能力，生活不能自
理。当时，医生考虑到其家庭情
况劝卜海红放弃对妻子的治
疗，但是被其拒绝。在他的坚持
下，医生对刘满尧进行了手术。
在经过5个月的治疗后，卜海红
带妻子来到了巨野县大元医院
进行康复治疗。

在卜海红的精心照料下，
妻子刘满尧的病情终于有所好
转，进入康复期。然而巨额的医
疗费用不仅花光了卜海红家庭
的所有积蓄，还使他背负了近
20万元的外债，“亲戚朋友都借
遍了，再也借不到钱了。”由于
需要照顾妻子他无法外出挣
钱，然而父母年事已高，孩子尚
还年幼，使得这个家庭陷入巨
大的困境。

妻子患病后，卜海红将全
部精力都放在了给妻子治病
上，现在家中的6亩地都是由他
的父母耕种，在外打工的弟弟
也时常寄钱给卜海红，用于给
嫂子治病。

爱心救助

蚂蚁义工雪中送炭

卜海红对妻子不离不弃的事
迹被热心网友传到网上后，引起了
广泛关注。本报蚂蚁义工团巨野分
团团长汤庆峰得知此事后，第一时
间赶往医院核实情况。

“我是在网上得知了这个消
息，后来经过实地核实，发现与网
上说的一样，然后就开始了救助。
第一批募捐已经结束，还会根据情
况开展第二批募捐。”汤庆峰说。经
过蚂蚁义工们的努力，到4月21日
已经有72名好心人捐款，共募得
12250元，其中巨野县交通运输局
36人捐款6000元。

22日，记者来到巨野大元医
院时，卜海红正在陪妻子做康复
训练。做完训练后卜海红将妻子
抱到轮椅上推回病房。随后，本
报蚂蚁义工团巨野分团团长汤
庆峰将募集到的第一批善款
15000元(其中有前段时间义卖
玫瑰的善款)送到卜海红手中。

除了爱心人士的捐款外，妻
子刘满尧所在的大元医院已经
帮卜海红家庭减免了3万多元的
医疗费用。“卜海红的事迹很让

人感动，我们院里很多护士都说
他是‘纯爷们’，‘真汉子’！”该医
院医务人员告诉记者，卜海红的
事迹在医院传开后，不少医务人
员深受感动，也纷纷为其捐款，
共募得捐款1750元。

关于卜海红妻子刘满尧的
治疗方案，院方称已经从济南请
来了专家帮其进行会诊，现在主
要是需要解除痉挛，院方会通过
中药调理，针灸治疗来完成对刘
满尧的康复。

本报郓城4月22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宋明磊 )

“人民卫士，社会良知”。21日，郓
城男子吴某将这样一面锦旗，送
到该县公安局郭屯派出所民警
手中，以表达民警帮其索回5000
余元工资，将因索要工资无果而
轻生的他，从高耸的塔吊上成功
救下的感激之情。

17日，郓城县公安局郭屯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在郭屯
新村建筑工地，有一名男子因
向老板讨要工资未果，爬上高
耸的塔吊顶端，准备跳下轻生。

民警和消防官兵到达现场
时，看到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

子站在塔吊的顶端，随时都有
从塔吊上跳下的可能。见状，派
出所民警与消防官兵在地面准
备好施救物品，但该男子拒绝
救助，情绪非常激动，不让人靠
近。

民警了解得知，该男子姓
吴，系工地塔吊操作工人，因前
段时间在操作塔吊时，不慎碰
伤一名建筑工人，工地老板承
担了70%的医药费，扣下了吴
某的5000余元工资，想让吴某
承担剩余的30%医药费，吴某
本人从思想上不能接受，酒后
一时冲动，便产生轻生念头。

了解情况后，民警与工地

老板协商，工地老板同意把扣
下的工资支付给吴某。最终，经
过民警两个多小时的劝解，吴

某的情绪逐渐平复并接受救
援，在民警与消防官兵的协助
下顺利得救。

讨讨要要工工资资未未果果，，男男子子爬爬上上塔塔吊吊轻轻生生
郓城警方助其讨回工资，成功将他从塔吊上救下

国家正规注册，新车全险，多种车型，出行无
忧，手续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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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自驾驶租车

友情提示：本
广告审查仅属于
广告法要求范围
内审查，应征者应
该谨慎选择，发生
经济往来和其它
纠纷，本报不承担
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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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男】 55岁丧偶
自营生意收入稳定性格亲
和热爱运动，意想寻一位
传统善良顾家的女士为
伴，我会以军人的忠诚与
柔情给你营造一个温暖幸
福的家，电话13530869780

有意我们面谈。

★车牌号为鲁RFG005的商业险保单
(流水号：211000110102332906，发票流水号：
23717130116600306909)丢失，声明作废。

★程磊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
能 力 考 试 合 格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3729032011090300574)丢失,声明作废。

★山东天香律师事务所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本(编码：49517553-0)丢失，声明作废。

★山东天香律师事务所组织机构代码
证副本(编码：49517553-0)丢失，声明作
废。

★山东天香律师事务所山东省组织机
构公共信息卡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大众斯柯达旗下
高性能纯正德系SUV车型
Yeti野帝凭借独特硬派设
计和卓越越野性能一改传
统城市SUV的圆润风格与
性能定义，为消费者带来
SUV车型视觉和驾乘上的
双重突破，成为不少车迷
心中最值得欣赏和拥有的
座驾之一。

自上市以来，Yeti野帝
的硬朗风格受到诸多消费

者的喜爱，不少人都说Yeti
野帝的设计让人眼前一
亮：“跟现在很多SUV不
同，野帝的外观时尚大气
又很野性，跟它的越野性
能很匹配，有一种与众不
同的气质。”从整车观感来
看，Yeti野帝的车窗与车身
采用黄金分割比例设计，
加之短前悬、短后悬的造
型以及流畅富有张力的平
直车顶线条、蓄势待发的

飞箭式高腰线，整车的动
感气息呼之欲出。

打破陈规、勇于革新
的“开拓者”往往就是最后
的成功者。凭借个性硬派
造型、卓越越野性能，Yeti
野帝无论在审美还是驾乘
感受上都为消费者带来全
新体验，相信这辆实力车
型会被更多消费者青睐，
后市可期。

(张虹)

春雷行动——— 斯柯达Yeti野帝开创SUV新格局

本报鄄城4月22日讯 (通讯

员 崔汝坤 ) 为更好的服务于

大众，提高执法质量，鄄城消防

大队始终把提升执法服务水平

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坚持以人

民满意为标准，以服务群众为

主线，进一步创新执法理念，努

力打造“亲民和谐、廉洁自律、

服务社会”的消防执法环境。

鄄城消防大队对群众举报

的问题及时查处，在受理举报

投诉案件时，全天候接待申报

群众。当日能办结的立即办结，

不能立即处理的当日受理，保

证在 3个工作日内反馈调查情

况。还实行了周末不休息和工

作日延时服务的工作方法，以

保证群众在有限的时间内顺利

办结，防止群众多跑路，真正做

到文明执法，热情服务。

同时，鄄城消防大队还组

织消防监督人员面向社会述职

述廉，了解社会各界对消防执

法工作的评价，通过积极走访

社会单位，切实掌握了解人民

群众对消防工作和部队建设的

新期待、新要求，做到及时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最终达到满足

群众新期望，让群众满意。

鄄城消防

提高监督执法质量

距地数十米，身边寒风瑟
瑟，坐在塔吊的最前端，以这
样的方式结束生命，看似豪
情，实则愚钝。你的生命就值
这5000元吗？

辛苦工作是为了让自己
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选择
轻生除了个人委屈，恐怕还会
有不能足额为家庭汇去钱财
而内疚，但如果缺少你的陪
伴，有多少钱对这个家庭也是
枉然。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不
仅要为家庭提供物质上的给
与，你还是他们精神上的依
靠，是他们生命的寄托。

选择轻生是因为自感无

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我
想问问你，你想过要去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吗？你知道怎么
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感
到委屈后生闷气，生闷气借酒
浇愁，酒后冲动轻生，多么顺
理成章……多么可怜又可恨
的农民工。

一气之下爬上塔吊，派出
所民警与消防官兵得知后积极
施救，动用了很多公共资源，你

的不冷静行为很可能导致其他
应急事件无法得到及时处理。

希望塔吊上的寒风让你
更加理智，同时也希望以此告
诫更多的朋友，当感到自己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要及时
向有关部门举报，拿起法律武
器来保障自身的和权益，切莫
再做出愚蠢行为，害了自己也
害了家人。

文/牟张涛

你的生命就值5000元吗？

善款交到卜海红手中。见习记者 袁文卿 摄

轻生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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