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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妻子子唱唱歌歌讲讲故故事事唤唤醒醒植植物物人人丈丈夫夫
五年不离不弃悉心照顾，连医生都说是个奇迹

茌平的宋连功是不幸的，2010年因脑干出血成了植物人，但他又是幸
运的，妻子孙全姐在他生病后，不离不弃，每天给他唱歌讲故事将他唤
醒，连医生都说是个奇迹。五年来，在孙全姐的悉心照顾下，宋连功身上
没生过一处褥疮。

文/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孙全姐抱着宋连功把他放到小床上为他换垫在身下的垫子。

唱歌讲故事唤醒植物人丈夫

“ 我 们 一 起 摇 啊 摇 太
阳……”并不算很动听的歌声从
茌平中医院一间病房里传出，这
是孙全姐在给丈夫唱歌，这首

《摇太阳》是丈夫最爱听的，丈夫
口中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用手
拍打着床帮来表达自己愉悦的
心情。此刻，他们似乎忘掉了所
有苦难。

5年前，宋连功因脑干出血，
被送往聊城脑科医院，虽经抢
救，但一直昏迷不醒，多次被下
病危通知书。“在重症监护室里，
每天都得四五千块钱，为了辅助
呼吸，他气管被割开了。”孙全姐

说，因为没钱治疗，全家人商量
后决定，把丈夫接回茌平中医
院。“当时带着氧气、身上插着各
种管子就回到了茌平。他一直昏
迷不醒，什么意识都没有。”

“他刚生病那段时间，我一
直掉眼泪，早上醒来枕头都是湿
的。”孙全姐说，想起丈夫对她的
好，她从绝望中走出来，“只要我
活着，就不能让他死。”孙全姐买
了个收音机，放给丈夫听，没事
了就给他唱最爱听的《摇太阳》，
跟他拉家常，讲故事。“就这样坚
持了一年多，那天我给他按摩
脚，看到他脚趾头动了几下。”孙

全姐说，她激动坏了，不断给丈
夫按摩，活动手脚，慢慢地两个
胳膊也能抬起了。

“我坐在他床边跟他聊天，
我说完就问他，你说是不是啊？
有一天，他竟点了点头，我高兴
坏了，他能听懂话了。后来看着
他想表达，就是说不出来。”丈
夫慢慢恢复了意识，但说话像
咿呀学语的孩子，每说出一个
字都像用尽全力，只有孙全姐
能听懂丈夫在说什么。她看到
了希望，“逢人就说俺家连功能
好，他能听懂话了，腿和胳膊都
有知觉。”

为照顾丈夫凌晨2点前没睡过
“他割开的器官一直没处

理，用嘴吃饭会呛到气管里，
五年了，一直靠从鼻子插到胃
里的一根管子进食。”因为没
钱 治 疗 ，孙 全 姐 跟 丈 夫 一 直

“赖”在茌平中医院一间病房
里，医院的大夫护士看她可怜
没撵她，还经常关照他们。

孙全姐和丈夫住的病房
不大，除了病床，墙角还有一
个单人床，是孙全姐晚上休息
的地方。“从他生了病，我凌晨
2点之前没睡过，有时困得站
着都能睡着。”孙全姐说，丈夫
气管被割开，有时很难受，晚

上 睡 不 着 ，一 直 用 手 敲 打 床
帮，她就陪着照顾。因为说不
出话来，有情况表达不出，丈
夫会发脾气，她就耐心劝导。

“从鼻子插进胃里的管是一个
月换一次，那次还没一个月，
他自己把管拔了，我一看都成
黑的了，可能他太难受了。”

“每天一睁眼就没闲着的时
候。”孙全姐说，丈夫需要吃流
食，食物要打碎用针管打到胃
里，“他大便解不下来，得用开塞
露，有时还得用手给他扣。”她每
天给丈夫用棉棒清理口腔，用毛
巾擦拭全身，为了不让他生瘘疮

要经常更换身下的垫子。生病以
来，丈夫虽一直消瘦，但也有一
百三四十斤，只有一百斤的孙全
姐要来回抱着丈夫三四次，为他
更换身下的垫子。

“ 7月 20日，连功剪头发，
23日，连功解大便……”一本
捡来的宣传页空白处，孙全姐
密密麻麻地记着丈夫每次解
大便、洗头发、插胃管的时间。

病床边还贴着一张人体
穴位图，那是孙全姐专门买来
给丈夫做按摩用的。“他腿部
肌肉都萎缩了，没钱给他做康
复，我自己摸索着给他做。”

好心人给的西瓜没舍得吃一口

“俺娘今年 80多岁了，自
从他生了病，我没去看过她，
我觉得自己很不孝。”孙全姐
提起母亲泪流满面。“俺娘光
念叨我，她喂了几只小羊，卖
点钱就让俺哥送来。”孙全姐
说，有次自己出去办事，把丈
夫一个人留着病房里，她回去
之后发现他脸憋得通红，一个
劲咳嗽。她赶紧把大夫喊来。
原来一只蚊子跑到了他割开
的气管里。从此她便对丈夫寸
步不离。

为了照顾丈夫，孙全姐失

去了工作，一个女儿在聊城财
校上学，为了补贴家用，懂事
的女儿一放暑假就自己在工
厂打工。“有时连吃饭的钱都
没有。”说着孙全姐抹起眼泪。
桌子上放着一小碗咸萝卜和
吃剩下的半块馒头。好吃的孙
全姐都留给丈夫，自己经常吃
馒头咸菜果腹。孙全姐说，丈
夫现在吃药每个月得一两百，
隔一个月就得换一个食管五
六十，每个月用的尿垫也是很
大一部分支出。因为没有任何
收入，生活过得很拮据。

“ 医 院 病 友 知 道 我 情 况
后，都可怜我，一个小姑娘给
我送来一块西瓜，我一夏天没
吃过一次西瓜，但我一口也没
吃，打成汁都给他喝了。”

“她经常问我哪里有卖肾
的，跟我倾诉时经常说她想寻
死 。”茌 平 好 心 人 贾 艳 欣 从
2012年她知道孙全姐的遭遇
后，一直帮助她，开导她。“她
真 是 好 样 的 ，五 六 年 不 离 不
弃，现在多少女的，家里难过
一点就撇下孩子走的。我觉得
她很不容易，也很伟大。”

交通志愿者上街执勤倡导文明

本报聊城8月18日讯
(记者 张超 通讯员 柳
真) 为全力做好全国卫生
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增强
广大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
意识和文明意识，营造安全、
畅通、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
环境。近日，执勤四大队联合
恒大驾校学员在聊临岗开展
了“创文明卫生城市，做文明
交通参与者”主题宣传暨交
通志愿者劝导活动。

活动开始前，大队民警
对参与活动的驾校交通志
愿者进行了岗前培训。活动
中，交通志愿者们佩戴“交
通志愿者”绶带、手持小旗
尽职尽责，在指定的主要交
通路口开展交通秩序文明
劝导，劝导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向行人宣传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知识，倡导“创文明
卫生城市，做文明交通参与
者”的交通意识 ,同时还通
过搀扶老人、小孩过马路等
行为，营造和谐交通氛围，
为城市畅通做出了积极贡
献。

创建卫生城全院整治环境卫生

本报聊城8月18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李林 ) 目前聊城市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工作已进入攻坚
阶段。各医疗机构派出志愿
者队伍上街清扫卫生死角。
市光明眼科医院全院整治环
境卫生，全力做好复审迎检
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为确保医院在复审工
作中达到复审标准要求，聊
城市光明眼科医院姜建德
院长在全院召开专题会议，
安排部署医院环境卫生整

治和维护工作。
在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迎检工作中，医院要求各责
任科室按照职责分工，从每
一个环节、细节干起，以更
大更强的力度、更实更足的
干劲投入复审迎检工作；要
全速冲刺切实抓好突击整
改工作，对照标准，抓住重
点区域、地段和部位，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以局部重点
治理带动综合治理，以突击
整治促进长效机制建立，实
现复审迎检工作全覆盖。

盛大华天联合本报义卖支援天津

本报聊城8月18日讯
(记者 张召旭 ) 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经过五个多
小时的颠簸，8月14日晚6时
许，盛大华天水帘峡执行
总裁尹雷一行抵达滨海新
区，专程为灾区送去100箱
水帘峡山泉水。同时还联
合本报举行矿泉水义卖活
动，所卖收入将全部捐给
天津灾区。

8月12日11时30分，位
于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
天津瑞海物流一仓库发生
大爆炸，截止到8月15日上
午9时，事故已死亡112人，
失联85人，住院722人，其中
58人病危。

这次灾难的发生，牵动
了所有中国人的心。盛大华
天董事局主席王茹铮第一
时间获悉此消息后，当即决
定为灾区捐赠100箱水帘峡
天然山泉水。14日中午，水

帘峡执行总裁尹雷专程驱
车赶往滨海灾区，把水送到
滨海新区民政局慈善协会。

同时，盛大华天还组织
内部员工进行了爱心捐款，
目前已经筹得善款4万余
元，已经全部打入天津滨海
新区民政局公共账户。除此
之外，盛大华天还联合本报
举行义卖活动，所有爱心点
销售的水帘峡天然矿泉水
收入将全部捐给灾区。

王茹铮表示，盛大华天
秉承走进崇高，弘扬崇高，践
行崇高的伟大精神，在盛大
华天家人的心中，早已扎根，
与灾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希望
盛大华天人都能奉献自己的
爱心，为灾区人奉献出自己
的一份力量，让那些处于水
深火热的同胞们早日得到救
助。中国加油，盛大华天永远
和灾区人民在一起！

踊跃献血 支援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事故，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需要大量血液用以救护伤员。聊城市中心血站作
为天津爆炸事件的应急供血储备单位，17日上午8时，一场
主题为天津爆炸事件备血、挽救生命的无偿献血活动在山
东中通钢构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该公司党总支书记张
道枫、总经理冯树国、工会主席贠建成等领导及200余名员
工参与了此次献血活动，献血总量4万多毫升。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王庆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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