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俺俺走走了了谁谁来来照照顾顾这这个个家家！！””
惠民何坊街道张大官村村民李希爱照顾瘫痪丈夫33年

儿子出生仅47天

丈夫受伤终身瘫痪

34年前，老家在阳信县商店
镇生金李村的李希爱经人介绍，
认识了何方街道张大官村的张丙
春，很快，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当
时，张丙春的家虽然经济不算宽
裕，但是“夫妻恩爱苦也甜”，丈夫
外出打工挣钱，妻子理家、种地，
夫妇和睦沉浸在幸福甜蜜之中。

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儿子
出生了，可当儿子出生仅47天
时，一场灾难降临到这个甜蜜
的家庭。1981年，张丙春为补贴
家用，在阳信县商店公社砖窑
厂打工。没想到，窑洞发生塌
方，张丙春被埋在了下面。当时
经医院抢救，昏迷了两天的张
丙春终于苏醒了过来。性命保
住了，但是下身终生瘫痪。噩耗
传来，时年25岁的李希爱痛苦
万分。但她悄悄擦干眼泪，毅然
挑起照顾瘫痪丈夫的重担。从

此，医药费、生活费全压到了这
个柔弱的女子身上。

每天清晨，李希爱天不亮就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清理丈夫的
大小便，给丈夫擦洗身体、喂药。
把丈夫安顿好了，她就做早饭，给
儿子喂奶。伺候丈夫吃完饭，把不
到一岁的儿子交给婆婆后，就下
地干活。在地里劳作时，李希爱总
是记挂着丈夫，一会儿怕丈夫尿
湿床单，一会儿担心丈夫想不开
出事。10点左右，不管剩下多少
活，她都要忙着赶回家，为丈夫擦
洗身体、做午饭、给儿子喂奶，一
切安排妥当后又赶到地里干活，
下午5点又赶回家做晚饭伺候丈
夫……这就是李希爱一天的生
活，至今，从未间断过。

一人种了10亩地

坚强地撑起这个家

瘫在床上的张丙春看着美
丽善良的贤妻日渐消瘦，经常
偷偷地掉眼泪。张丙春开始劝

妻子“你还年轻，带着孩子改嫁
吧。”“别说傻话，上有老，下有
小，你成这个样子，俺走了谁来
照顾这个家！”李希爱回绝了丈
夫。

李希爱总怕丈夫想不开，经
常陪丈夫说话、聊天。有时讲些附
近发生的新鲜事，减轻他思想上
的包袱。为了让丈夫能经常到院
子里透透气，李希爱托娘家人在
济南购买了一辆手摇式三轮车。
自从有了这辆车，张丙春不再闷
在屋子里了，心情也一天天好起
来。“只要你我都往好处想，好处
做，没有战不胜的困难。”李希爱
常常这样安慰丈夫。

每当说起妻子李希爱，丈
夫张丙春都会赞不绝口。“我这
一辈子，也还不了欠她的情啊！
当年我瘫痪在床，大便解不下
来，是她用手一点点为我扣出
来的。后来我年迈的父母因病
都瘫痪在床，是她朝五晚九伺
候着我们。家里没了劳动力，是
她撑起了这个家，一人种了10

亩地，多不容易啊！”

照顾公婆10多年

亲戚邻居帮衬挺过难关

一晃十三年过去了，他们
的大儿子也十三岁了。为了替
母亲分担，懂事的大儿子放弃
了上学，每天帮助母亲做饭，照
顾父亲。三年以后，十六岁的儿
子正式离开家门外出打工挣
钱。每当李希爱讲到这里，眼睛
总是红红的湿湿的，“委屈了儿
子！”

李希爱的公婆三年前已经
去世了。公婆去世之前，两人都
曾因病瘫痪在床10多年。那个
时候，李希爱既要照顾丈夫又
要照顾婆婆。好在有亲戚邻居
帮衬着，李希爱挺了过来。如
今，李希爱和张丙春的儿子在
河北打工，娶了媳妇，还生了儿
子。“孙子九岁了，”谈起两个孙
子，李希爱和张丙春乐得合不
拢嘴。

“无论是富贵贫穷、健
康疾病、顺境逆境，我们将
永远相爱相敬、不离不弃。”
这是新人婚礼中常常听到
的话语，也是惠民县何坊街
道张大官村村民李希爱照
顾瘫痪丈夫33年的真实写
照。33年的时间里，李希爱
勇敢地挑起生活的重担：照
料丈夫，照顾公婆，抚养孩
子。如今，经过不懈的努力，
李希爱已经儿孙满堂，全家
其乐融融。

文/片 本报通讯员 卢颖
本报记者 王文彬

近日，惠民李庄镇打油冯村张宝纪、高同真夫妇来到镇敬老
院，为这里的老人们送来2000元，这已是他们第5次到敬老院献
爱心。夫妇俩今年都已58岁，他们的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主要收
入来源是农业和绳网加工，还住着30多年前盖的土坯房，在村里
可算不上富裕户。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多年来夫妇俩一直热衷慈
善事业。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董士达 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严密加油站散装汽油销售的管控措施，近期以来，
惠民县公安局组织开展加油站销售散装汽油实名登记宣传活动，
扎实推进散装汽油销售安全管理工作。民警在各辖区加油站附近
开展宣传活动，发放关于加强加油站散装汽油安全的通告宣传
单。民警还组织加油站工作人员开展安全培训，对各加油站工作
人员提出工作要求。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田晓剑 摄影报道

2244小小时时备备勤勤随随时时准准备备处处突突
魏集派出所全力确保村级两委换届选举期间社会稳定

本报10月26日讯 (记者
王文彬 通讯员 王忠 ) 村
级两委换届选举即将开始，近
日，为了预防近期不稳定因素
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确保换
届选举期间的社会治安稳定，
惠民县公安局魏集派出所全
力做好村级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

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对农
村换届选举维稳工作的组织
领导，魏集派出所召开专题会
议，全面部署辖区两委换届选
举安全保卫工作，制定了周密
的村级换届选举安全保卫工

作方案和选举期间处置突发
事件工作预案，深入到业务单
位指导参与工作，确保领导到
位、警力到位、责任到位、措施
到位。

加强信息收集，有重点分
层次落实工作措施，民警深入
调查摸排各类影响农村换届选
举工作的苗头性问题和重点人
员的基础上，分层次采取工作
措施，对于可能借选举挑头滋
事的重点人员，采取事前干预、
事中控制、事后处理的办法。

加强法律保障，讲究工作
方法，文明规范执法，在选举工

作开始前派出所开展相关选举
法规教育宣传，营造依法选举、
文明选举的和谐氛围，在选举
过程中，民警坚持文明执法，依
法办事，讲究工作方法，慎用警
械和强制措施，妥善处理选举
期间发生的各类影响稳定的问
题，绝不能出现因民警工作不
到信，方式、方法不注意而激化
矛盾，发生影响稳定的案件或
产生负面影响。

强化处、突备勤，随时做
好对突发事件准备，要按照相
关应急预案的要求，抽调专门
处突应急警力，实行24小时备

勤，随时准备处置突发群体性
事件，突发性事件等紧急情
况，派出所在先行处置的同
时，要立即向当地党委政府和
县局报告，确保事态得到及时
控制。

认真落实责任，严格责任
追究。要严格按照分工落实情
报信息收集反馈，维护稳定责
任制，对因情况信息不灵，掌
握情况滞后、工作不到位，处
置不当或不及时造成严重后
果的，引发较大群体性事件
的，要严厉追究相关领导和民
警的责任。

惠民联社提高

科技信息服务水平

本报讯 今年以来，惠民农
信联社把提升信息科技服务水平
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不断夯实硬
件基础，狠抓系统创新，强化制度
执行。先后完成了联社中心机房
及全辖网点设备、线路的规范化
改造，开通了 “联社到基层网点
视频监控系统”、“业务运行平
台”，在基层网点增设客户网银体
验机、反假币知识宣传机等自助
服务设备。

狠抓机房规范管理，提升全
社科技管理水平。年初，该社对联
社中心机房日常管理、设备线路、
病毒防控等情况进行全面自查，
针对发现问题制定了规范化改造
计划。

加强网点科技管理，保障系
统安全稳定运行。制定了全辖网
点信息科技改造规划，全面梳理
各网点的网络、供电线路及电子
设备，对网络线路和电源线路进
行整理入槽，电子设备规范定位，
老旧电子设备、线路统一更换。

创新工作思路，提升信息化
服务水平。加强内网办公系统使
用管理，对联社下发的各类通知、
办法，要求各社在第一时间回复
确认。同时，在各社增设液晶电
视，营业期间统一播放农村信用
社业务宣传片、现行利率、新闻等
内容。

(王洪春 牛玉印)

惠民联社认真

落实科技规范

本报讯 在深入贯彻落实
《山东省农村用社联合社办事处、
市联社信息科技基础工作规范
(2 . 0版)》(以下简称《规范》2 . 0版)
过程中，惠民农信联社高度重视，
统筹安排部署，狠抓整改落实，促
进了《规范》2 . 0版落实到位。

高度重视，提高认识。为确保
《规范》2 . 0版落实到位，该农村信
用社组织了“新规范贯彻落实专
题活动”，成立了以分管主任为组
长，科技部经理为副组长的领导
小组，并召开了由各网点主任、部
室经理参加的动员会。

多措并举，抓好落实。一是认
真学习，深入讨论。采取了集中学
习、自学和考试相结合的学习方
式，促使科技人员真正掌握《规
范》2 . 0版的内容。二是摸清底子，
找准问题。组织全体科技人员结
合实际工作，对照《规范》2 . 0进行
逐条检查核对，摸清工作底子。三
是完善制度，规范管理。以规范管
理行为和操作流程为重点制定了

《惠民农信联社机房值班管理办
法》等5个办法、《惠民农信联社机
房管理制度》等5个制度，成立或
调整了信息科技保密工作领导小
组等4个小组，修订完善了《值班
操作流程》等5个工作流程和各信
息系统应急预案。四是实施审计，
加强监督。该农村信用社制定了

《惠民农信联社信息科技审计方
案》，协调审计科和科技中心等相
关部门开展信息科技风险评估，
督促新规范的落实。五是夯实基
础，确保安全。在活动开展过程
中，始终把信息系统安全运行放
在首要位置，该农村信用社与全
体科技科技人员签订了风险及安
全管理责任状。六是求真务实，及
时整改。针对检查和自查发现的
问题，严格落实责任，积极稳妥地
进行整改。

(王洪春 牛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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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滨 州

敬敬老老院院献献爱爱心心

李李希希爱爱为为瘫瘫痪痪丈丈夫夫上上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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