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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编编无无薪薪 义义务务护护校校三三十十载载
定陶县孟海镇牛集村七旬老人牛作知风雨三十载义务做护校工

本报菏泽5月27日讯(记者
邢孟) 27日上午，丹阳办事处福
寿园正式启用，福寿园启用之后
将免费为辖区居民提供骨灰寄
存安置、殡仪服务及各种祭奠活
动，不仅解决了辖区居民近年来
因城市化进程加快遭遇的丧葬
难题，也标志着丹阳办事处殡葬
管理将逐步科学化和规范化。

“社区里的老人去世后安葬
一直是个大难题，现在好了，有
了福寿园这么好的安置地方，办
事处真是为咱居民办了了一件
大好事啊！”27日上午，丹阳办事
处陈官庄社区红白理事会会长
陈新忠向记者说道。陈新忠所说
的“福寿园”是丹阳办事处于2014

年3月开始建设、2015年5月建成
并投入使用的劳动人民纪念堂，
现经多方征求意见定名为福寿
园，该园将免费为辖区居民提供
骨灰寄存安置、殡仪服务及各种
祭奠活动。

据了解，随着城镇化建设和
旧村改造进程的加快，丹阳办事
处居民丧葬问题成为一大民生
问题，居民经常要为迁坟而花费
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不仅破坏
环境也浪费土地资源，更是对亡
故之人的亵渎。

据丹阳办事处党委副书记、
主任朱家福介绍，2013年，丹阳办
事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论证，
并邀请专家进行实地选址和勘
察，决定在武寺社区以南，新兖
石南路以北，筹建丹阳劳动人民
纪念堂，后定名为福寿园。纪念
堂于2014年3月开始建设，2015年
5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占地43亩，
建筑面积2 5 0 0平方米，总投资
1200余万元，设有祭奠厅和寄存
区，寄存区共三层48个存放厅，
可寄存骨灰盒18000个，现已建成
18个存放厅，骨灰盒寄存6700余
个。

2 7日上午，丹阳办事处福
寿园正式启用，启用后将为群
众提供骨灰寄存安置、殡仪服
务及各种祭奠活动。“辖区内原
居民火化后骨灰寄存在纪念堂
的，除免除相应的火化费用外，
寄存前两年分别给予1000、800

元的奖励。”朱家福告诉记者，
丹阳办事处福寿园的建成及投
入使用，是办事处殡葬管理制
度改革的一个起点，标志着全
处殡葬管理将会逐步走上科学
化和规范化的道路。纪念堂建
设和经营单位也将不断加强纪
念堂区的美化、绿化建设，将其
建成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四季
长青的园林化、个性化的墓区，
使这里不但成为往生者理想的
栖身之所，也成为人们缅怀逝
者的好去处。

丹阳办事处

福寿园投入使用

本报菏泽5月27日讯(记者
张建丽) 日前，一条微信在

朋友圈里传开。“北外环路西段
钓鱼岛往西北邻，杏已成熟，望
朋友去采摘，市场价格，卖了钱
给哥哥治腿交药费，腾出时间
去医院照料哥哥……”记者采
访了解到，发布此条微信的人
名叫杨俊粉，她的哥哥杨玉见5
月8日发生车祸，左腿面临截肢
危险，如今已经花光家里积蓄。
而家人忙于照顾他，无暇顾及
果园里已经成熟的杏，无奈之
下在微信上求助。

27日，在菏泽市第三人民
医院，49岁的杨玉见躺在病床

上，左小腿缠着纱布，非常虚
弱。杨俊粉告诉记者，他们家在
万福办事处杨营沈庄村，全家
人基本上都靠务农为生，哥哥
杨玉见有时在附近的钢材市场
干点零活拉货补贴家用。

5月8日这天，不幸忽然降
临在这个家庭。当天下午4点左
右，杨玉见的女婿开着机动三
轮车，给客户送钢筋，杨玉见就
坐在车斗里，还有9米长的钢
筋。三轮车在躲车时不慎侧翻，
两个人全部受伤。杨玉见的女
婿大腿根骨折，而杨玉见的左
小腿被钢筋穿透，失血过多当
场就昏了过去。路过好心人拨

打120，将受伤的父子俩送到医
院。

“我接到消息赶到医院时，
我哥已经在做手术，后来接着
进了重症监护室。”杨俊粉说，
哥哥当时腿部肌肉大面积撕
开，肌肉一直坏死，现在已经做
了三次手术了。加上这次哥哥
的女婿也在住院治疗，家里外
债累累，亲戚邻居朋友都借了
个遍，实在无钱维持。

记者了解到，杨玉见的小
腿在被钢筋穿透后还遭到碾
压，整个小腿约有二分之一的
肌肉挫烂、坏死。从目前治疗的
情况来看，肌肉组织存活较好，

但部分坏死组织被吸收，有感
染的迹象。至于小腿保留或截
肢，还需进一步观察。

杨俊粉感叹道，如今家里
果园里的杏到了成熟时期，可
是亲人都在医院照顾两个病
人，谁也没空去采摘拿到集市
上卖。而今治疗还需要不少费
用，没有办法，他们想到在微信
上发布卖杏的信息，希望好心
人能去果园直接购买。

人生在世，谁都难免有需要
帮助的时候。大家伸出爱的双手
帮这个家庭度过这个难关吧。想
要献爱心的市民可以从本报报
名。联系电话：13615302869。

一个家里两人住院，杏熟了也没空卖

买买点点爱爱心心杏杏，，帮帮他他们们筹筹点点钱钱吧吧

本报菏泽5月27日讯(记者
姚楠 ) 5月13日，菏泽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集支
行的信贷员刘翔准时收到贷户
毕德领家打来的5 . 5万元钱，
看似普通的一次还款，却让刘
翔感慨万千：“家中顶梁柱遭遇
车祸昏迷不醒，按说正是用钱
的时候，我本以为这笔钱很难
收，但他们出事第二天就把钱
还上了，这家人的诚信让人感
动。”

毕德领一家开了一家木材
带锯厂，半年前为了资金周转，
从当地农信社贷款5 . 5万元，
今年5月15日到期。5月12日快
要到期的时候，刘翔按惯例给
毕德领打电话提醒还款，却从
其弟弟毕德勇口中得知，毕德
领上午出了车祸，正在市立医
院抢救。

据了解，12日早晨，毕德领

像往常一样骑摩托车到离家不
远的带锯厂上班，沿220国道向
南走，在过路口时，他被身后一
辆电轿车撞飞，送到市立医院
后，毕德领出现了颅内出血的
症状，经过紧急手术，生命挽救
回来，却因大脑损伤而陷入深
度昏迷。

27日上午，记者在菏泽市
立医院见到了仍旧昏迷不醒的
毕德领，和正在照顾他的妻子
赵美云、弟弟毕德勇。说起丈夫
的病情，赵美云不停地抽泣：

“家里有三个孩子，大的今年要
考大学，最小的才九岁，家里还
有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虽然同情，也知道他们家
正用钱的时候，但催收贷款也
是我的工作，跟他弟弟提了贷
款的事，没想到第二天钱就到
位了。”刘翔告诉记者，这5 . 5
万元银行贷款，是毕德领的家

人连夜向亲朋好友借的钱。
“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先把

贷款还上，不能欠银行的钱。”
赵美云表示，但高昂的医疗费

用和丈夫的病情让她愁眉不
展，“到现在花了八万多了，不
光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
不少钱。”

妻子赵美云正在照顾毕德领。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遇遇车车祸祸债债台台高高筑筑，，家家人人借借钱钱还还贷贷
大黄集镇村民毕德领贷款到期前遇车祸重伤，家人借钱及时还贷

本报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牛作文

在定陶县孟海镇牛集小学有一名特殊的“职工”，
他年过七旬，义务做护校工三十载，虽然无编无薪，却
坚守岗位，从不缺勤，他就是孟海镇牛集村的牛作知。
他说：“学习环境好了，孩子们才能学得更舒心，别看我
今年70多了，只要学校需要我，再干上10年没问题！”。

牛作知是孟海镇牛集村
一名普通的农民，1964年入
伍，1966年入党，1969年退伍
回乡投身于农村的生产建
设。1985年，牛集村里集资兴
办小学，他率先行动，第一个
捐出积蓄，带领大伙到沙土
集、汶上集拉运建筑材料盖
学校。

由于当时的运输条件落
后，地排车成了唯一的运输
工具，来回一趟就得一天一
夜。他每天五更就得出发，回
来时已到半夜，对此他从未
没说过苦和累，最终，却因为
心脏病和高血压复发累倒
了。

学校建好之后，牛作知
把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主
动承担起义务看校的责任，

这一看就是三十年。看门、修
补院墙、管理花园、打扫厕
所，他把这些当成自己份内
的事情。每天早上和晚上必
须巡查两次，从不缺岗。

1996年夏天，暴雨接连
下了两天没有停歇，牛作知
顶着风雨照例巡查，当他查
到学校西北角的时候，发现
学校院墙西面一个多年的土
坑因为多日的雨水冲刷，造
成了下陷，院墙也出现了倾
斜。看到这一情况，他不顾路
滑，一路小跑回到家中，喊上
媳妇、儿子和女儿，从家中带
上木板和袋子，一家人一起
动手对土坑加固，并找来木
柱将倾斜的院墙顶上。雨停
后，他又自掏腰包买来水泥
对院墙二次加固。

牛作知把学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牛作知老人风雨三十载义务做护校工，从不缺勤。通讯员 牛作文 摄

2013年5月，牛集小学进行
扩建，定陶县教育局审批的教学
楼破土动工，闻知这一消息，牛
作知喜极而泣，“俺今年70多岁
了，终于可以看到咱们的娃也像
城里的孩子一样在楼房里读书
啦！俺这把老骨头以后就扔到学
校啦！”牛作知说。

随后，他自告奋勇找到中心
校校长许和全，主动承担起看料
的工作，“现在搞建设都是机械
化啦，俺想帮也帮不上忙，看料
的事就包给俺吧，保准不会少一
钉一铁。”紧接着，牛作知就在操
场上扎了一个草庵，打上草铺垒
了一个简易的灶台，吃住在工

地。需要什么材料他就帮忙找，
谁想私自拿走一点材料也不行。

当时，邻居牛某准备建一个
猪圈，想趁着傍晚从学校拉走几
袋水泥，被牛作知发现后，水泥
不但没拉走还被训斥了一顿。就
这样，一直到楼房建好，工地上
没丢失一样东西。

今年春季以来，学校进行绿
化，牛作知又找到了用武之地，
从翻地、栽种、浇水、锄草、打药，
他做得一丝不苟、不亦乐乎。“学
习环境好了，孩子们才能学得更
舒心，别看我今年70多了，只要
学校需要我，再干上10年没问
题！”

只要需要，再干10年没问题 免费寄存骨灰解决居民丧葬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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