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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军人人父父亲亲为为军军人人儿儿子子换换肾肾
父子俩坚决不给部队添麻烦，用实际行动展示了永不逊色的军魂

C06 2015年6月11日 星期四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李冲

今 日 滨 州

近来，在鲁北地区汉孝子董永故里广为流传着一件父亲
为儿子换肾的感人事迹。他就是博兴县东上疃村党支部书
记、老军人盖曰才，他的儿子盖学伟也是军人，是三级士官，
不幸患上尿毒症。群众赞誉这对父子：“一家父子两代兵、相
伴军旅建深情。”

我是光荣的军人

为儿换肾义不容辞

去年初，盖曰才的儿子、退
伍军人盖学伟，经医院诊断出患
有尿毒症，而且到了晚期。这一
噩耗惊呆了全家，惊愕了四邻街
坊，全村人都在为之担忧。医院
给出的答案是要治疗盖学伟的
病，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换肾。
换肾，对一个普通人家来讲，不
仅巨额的医疗费家庭难以承受，
而且肾源也很难寻找。正当全家
一筹莫展的时候，盖曰才很冷静
地说：“由我来给儿子换肾！”父
亲的话语一出，全家人非常震
惊，异口同声都不让他这么做。

盖曰才1971年12月参军，
1975年带病还乡，至今各种慢性
疾病还时常折磨着他。听到父亲
的决定，盖学伟坚决不让，女儿
盖学荣含着眼泪对父亲说：“您
体质弱，我们不能让您这么做。”
大哥盖月河以及亲属们也都不
同意他这么做。

待家人们情绪稍有稳定，盖
曰才意味深长地说：“我和学伟
都是从部队里出来的人，是光荣
的军人。我不仅是学伟的父亲，
更重要的是一位老军人。因此，
有责任、有义务这么做。为儿换
肾我义不容辞，你们放心吧，我
能顶得住！”多么朴实的语言，不
仅道出了父亲对儿子的大爱，更
是展示了父子两代军人的深厚
感情。同时，告诉人们“军魂永
存”！老伴了解他的性格，只好含
泪点头表示同意。

部队就是我的家

不能给家里人添麻烦

手术前，济南军区总医院主
治医生找盖曰才谈话，征求意
见。盖曰才深情地说：“来到这里
没啥说的，部队就是我的家，我

相信你们，相信这里的一切，你
们大胆做就行。”主治医生和在
场的医务人员无不为之感动，这
就是中国的一位老军人，他展示
着英雄军队永不逊色的军魂！

手术即将开始，盖曰才就像在
部队执行任务一样，沉着冷静，
不慌不忙，笑着对医生说：“今
天，我听你们指挥，保证服从命
令，听指挥。”在场的医务人员都
热泪盈眶，给予深情的注目礼。
手术后，伤口痛疼难忍。盖曰才
总是想着自己是一名老军人，从
不呻吟吆喝，他的坚韧精神使周
围的病友深受感动。

儿子盖学伟手术后，需要7
天复查1次，历时3个月。之后，还
要继续复查。沉重的医疗费家里
负担不起，如回家往返200多公
里到医院复查更为困难。这时，
家里人提出：“学伟的病是他在
部队期间因执行任务负伤而引
起的，现在我们这么困难，不如
和部队说说，请求领导们帮助。”
盖曰才一听，坚决不同意。他对
家人们说：“我和学伟都是部队
里的人，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我
们不能给家里人添麻烦，有困难
我们自己克服！”看到他的坚决
的态度，全家人只好让母亲与学
伟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
下，定期到医院进行复查。

盖曰才出院的前一天，他到
儿子病房把身上仅有的1千元放
到儿子手里，并语重深长地说：

“咱爷俩都是军人，这是一辈子
的光荣，我们要在这‘光荣’二字
上添彩。”出院那一天，济南军区
总医院的医务人员把盖曰才送
了很远。这不仅是对一位老军人
的敬重，更重要的是他们感受到
了中国军人“军魂”的伟大！

盖曰才事迹感动乡里

当地掀起学习的热潮

盖曰才从济南出院回家那

一天，乡亲们都自觉聚集到村口
迎接他回来。作为父亲，他尽到
了义务；作为一名老军人、村党
支部书记，他践行了一种军人的
勇于奉献精神。

1971年12月，盖曰才参军入
伍，第二年光荣入党。由于在战
备训练和施工中，他刻苦学习，
勇于奉献，工作成绩突出，被沈
阳军区树为先进典型。受到了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任沈阳
军区原司令员陈锡联的亲切接
见。1975年，复员回乡后，连续19
年在村委、支部工作，14年担任
主要领导，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做出了突出贡献。多次受到县
委、县政府表彰，还数次被县人
武部评为“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
个人。”

盖曰才在担任村主要领导
期间，始终依靠民兵连和复员退
伍军人这支重要力量。在县人武
部的指导下，结合实际，充分发
挥民兵连的新农村建设作用，健
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做到了

“平时巡逻，急时应急，让民兵当
好平安卫士；调解矛盾，移风易
俗，让民兵为“两委”当好促进社

会和谐的助手；拥军优属，拥政
爱民，让民兵当好“双拥”骨干；
守法经营，勤劳致富，让民兵当
好创业标兵；完善村城镇化健康
发展体制机制，让民兵当好参
谋。”滨州市委、市政府、滨州军
分区还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做法，
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奠定了重
要的社会基础。

1997年秋，盖曰才积极向镇
人武部申请要求送儿子参军，让
儿子担负起保卫祖国的重任。经
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儿子盖学
伟参军的愿望如愿以偿。儿子高
兴地说：“我就是想当兵，一方面
是我们青年应尽的义务，另一方
面我要像父亲那样在部队成
才。”

到了部队，盖学伟被分配到
空军某机场干地勤，开始了他的
新兵生涯。他处处以身作则，事
事带头干好本职工作，每天以满
腔热情的干劲完成首长交给的
各项任务。几年来，火热的军营
生活使他不仅在维护战机上是
一位军事技术能手，还在炊事班
干了一年多，天天哼着歌一人做
好全连的饭菜，连队的战士们称

他为是“我们的高级厨师”。他还
跟战友们一起学知识、学文化，
练出了一手好字，使个人的文化
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一次擦拭战机的过程中，
盖学伟不慎从机翼上掉了下来，
肋条和肾都受到了损伤，住院没
几天，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从
此，也落下了病因。复员转业后，
他推掉了安置的机会，怀揣着转
业费在路边办起了烧烤店。由
于，他始终忘不了火热的军营生
活，以及战友的感情。他给自己
立了一条规定，军人战友们来这
里，一定让他们吃饱吃好，高高
兴兴的。几年来，他受到了广泛
的好评。

盖曰才、盖学伟的事迹，在
当地广为流传，县委、县政府领
导高度重视，批示民政部门从速
给予优抚。县人武部领导多次到
家看望慰问，并号召全县民兵预
备役人员向盖曰才学习。当地党
政机关、学校以及有关部门，集
体组织邀请他做报告。父子俩的
事迹深深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
以及民兵预备人员，一个学习盖
曰才的热潮正在当地掀起。

作者 宋传胜

实载5人皮卡车

竟然挤了13人

本报讯 近日，博兴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民警在兴博六路巡逻
检查过程中查获一辆超员皮卡
车，实载5人的皮卡车竟然挤了13
人。

在询问过程中，不等驾驶员
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满车的人
员扑上，哭诉着拉扯着执勤民警
不管驾驶员的事，是她们愿意乘
坐的。据驾驶员王某称，车上人员
都是自己雇的务工人员，一起到
自己承包的地里干活的，这么坐
车就是为图方便省成本，大家对
这么坐车都不怎么在意。

民警对驾驶人及车上工人进
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其行
为的严重危害性，同时也对车上
务工人员讲解了由于车辆超员造
成严重后果后会给自身带来多大
危害。

为防止发生意外，执勤民警随
即对车内乘客进行转运，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
生。 (通讯员 谭曙光 高英全)

包包村村干干部部进进村村当当起起了了““清清洁洁工工””
博兴县庞家镇打响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

本报6月10日讯(记者 孙菲
通讯员 李鹏飞) 环境综合

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博兴县庞家
镇高度重视，在原先取得成绩的
基础上，开展了“集中整治突击
周”活动，多措并举打好环境综
合整治攻坚战。

建立微信平台。对103名机
关干部建立了微信群，聚焦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他们每天7:30下
村，指导并参与村里的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清理存量垃圾和卫生
死角。建立包村干部互查机制，
通过发送图文信息等方式将整
治进展通报给镇村干部，同时将
各村环境整治不到位的地方，制
作成幻灯片，每天早上在会议室
播放。村干部对整改情况及下步
工作做表态发言，有力促进了全
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推进。

营造舆论氛围。连日来，庞
家镇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大规模、
地毯式宣传。各村的大喇叭都响
了起来宣传车跑了起来，宣传明
白纸送到了每户村民手中，横幅
标语每个村都能看得见。同时，
庞家镇充分发挥小学教育辐射
面广的优势，通过教育学生带动

家长，开展“小手拉大手”，达到
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家族、
辐射一个街巷的目的。

严格整治标准。每个管区都
由一名副科级领导包保，负责对
环境整治工作的督导。包村干部
进村当起了“清洁工”，协助各村
狠抓整治力量；各村严格质量标
准，动用机械和专业队伍，彻底
清理村内、村头、沟边、湾边的存
量垃圾。

加大奖惩力度。对按规定时
间完成整治任务的村，在原先每
人补贴5元的基础上，另外补贴5
元，为各村环境整治提供物质保
障。

镇党委书记安峰在环境综
合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一是要
认识再提高，整改标准再提高。
要以增强群众满意度为目标，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彻底清理
存量垃圾。二是要加大宣传力
度，提高群众参与度。通过各村
广播宣传，从简单的雇佣机械、
人力清理，推广到提高群众村
庄环境保护意识，动员全民参
与到环境整治中来，从要我干，
变为我要干。三是要加大排查、

清理力度。清理活动一步到位，
不留死角。四是要加大保洁员
管理力度。提高保洁员责任心，
杜绝应付了事的现象发生。五
是建立长效机制。通过提高垃
圾箱摆放密度和清运力度，存
量垃圾及时清理，加强督导，杜
绝反弹。六是要强化领导、落实
责任。建立“村干部、包村干部、
管区书记、包管区领导”的四职

责任人责任机制，明确责任，分
工到人，对于整治不到位的严
格追究责任。

截至目前，庞家镇绝大部分
的进村口、路口、主要街道和街
巷都已清理干净。下一步，庞家
镇将做好与保洁公司的环卫托
管交接，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工
作长效机制建设，全面推进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

郝家村包村干部盯靠到村，动用机械清理存量垃圾。

盖曰才(右)和儿子盖学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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