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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刘雪华 程桂凤

人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家住
金乡县司马镇仇李村的李小英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久病床前有孝媳”。

李小英今年48岁，25年前嫁给仇李村
的仇成华。结婚以来，李小英一直恪守孝
道，视公婆如亲生父母。那时公公患有肺气
肿、胸膜炎、心脏病等慢性病，婆婆神经不
太好，还有高血压等老年病，老人虽然能帮
着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但都要吃药维持
身体健康。

面对这样的家庭状况，李小英没有嫌
弃他们，而是尽快地融入这个家庭，和丈夫
一起扛起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重担，
丈夫在外辛苦打拼，她在家辛勤操持一家

老小，日子虽然简朴，倒也其乐融融。
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81岁的公公

病情恶化，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却落下
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后遗症，她就主动担起
了照顾公婆的全部重担。“孩子她爸为了
生计还要去外地打工，三个姐妹都已外
嫁，家里还有小孩要照顾脱不开身，而自
己的两个女儿都在外上学，相对有时
间。”李小英说，“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
人。我从小没有娘，感觉公公、婆婆就和
我自己的爹娘一样，照顾他们是自己应尽
的责任。”

从此，李小英除了照顾几亩地外，大
部分心思都放在了照顾老人身上，每天从
早忙到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老人行动不便，洗脚、理发、刮胡子
的活儿便都由李小英“承包”了；老人怕

冷又怕热，她就给老人安装上空调，而自
己屋却没有安装；老人怕便秘，要经常喝
奶粉，每天吃两根香蕉，还要吃软烂清淡
的饭菜；老人一天要吃几次药，吃多少，
什么时候吃……这些日常起居，李小英都
一一记在心上，并每天重复着做饭、喂
药、洗衣、洗脚、按摩等繁琐的事情。

老人瘫痪后还有些小脑萎缩，脑子糊
涂起来，有时还将大便拉在床上或者裤子
里，李小英不嫌脏、不嫌累地给他擦洗，
换洗衣服和床单。在李小英的精心照料
下，公公从未生过褥疮，也没有异味。

去年4月，公公病情再次恶化，气喘
得厉害，她和姐姐一起将老人送到医院，
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要求出院回家。
李小英痛哭流涕，坚决不放弃治疗，央求
医生又住了9天院，终究还是带着老人回

了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老人在李小英
的细心照料下，竟奇迹般地挺过鬼门关，
日渐康复，现在还能坐着轮椅出来转转。

“摊上这样的好媳妇，是俺这辈子最
大的福气！俺娘俩从来没有红过脸、拌过
嘴，跟俺没享了福，却没少受罪操心。”
说起儿媳，78岁的婆婆是百感交集，打心
底感激、疼爱这个儿媳。就连公公也眼含
热泪哽咽着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说：“儿媳
妇比闺女都亲……”

街坊邻里对李小英也是称赞有加，邻
居杨依兰说，“儿媳妇能做到这个地步，
真是比亲闺女还亲！也很不容易，有时也
是难得偷偷地哭，但在老人跟前人家从不
表现出来。”

变着花样做饭，自己再累也要让老人舒舒坦坦。金乡李小英25年如一日用行动诠释———

久病床前有孝媳

□ 本报记者 张誉耀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渠海

在微山县城新河街，有一个不起眼的
单位叫再生障碍性贫血研究所，但每天却
是车水马龙，院子里的车停得满满当当，江
苏、河北等外省车牌也不少见。他们来寻医
问药，为的是拜访有着60年行医经验的老
大夫——— 研究所主治医师张传玺。

这位已经80岁高龄的医生，体格挺拔
硬朗，精神矍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亲切
慈祥，每天早晨6点半开始坐诊，一天要接
诊近百名患者或家属。他有着怎样的经历，
又是什么支撑他60年了工作状态依旧“满
格电”？记者进行了探访。

“医生拼了命

病人才有了命”

1958年，为了支援微山湖区建设，张传
玺从济宁医学院的前身、济宁卫校毕业后，
到了偏远艰苦的微山县韩庄医院工作，作
为副院长，负责传染病防治。当时传染病在
湖区较为流行，韩庄医院仅有60张床位，住
院病人却经常在百人以上，走廊、楼梯间，
甚至储藏室都拿来安放病人。

“那时候传染病很可怕，死亡率很高，
有的患者来时已经昏迷了。但来到医院，就
一定要给他们治，病人再多，也不能把他们
推出大门外。病房几乎都成了抢救室，病人
停止呼吸、心脏骤停、抽风、休克、憋气的十
分常见，很多人还有生命危险。” 张传玺
说，那时候哪有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是手
里抓两个馒头，狠狠夹一口菜，塞满一嘴，
跑着回病房，因为可能晚一分钟，病人就有
危险。睡觉就是站着睡、坐着睡、倚在墙角
里睡。

“记得有个小男孩，来院后已经昏迷不
醒了，高烧抽风，一夜心跳停止七八次，呼
吸停止七八次，十分危重。他昏睡了7天7
夜，我就日夜不停地治疗，守了7天7夜，抽

痰、打针、灌药。他醒来第一句话是，我睡得
真香！我说你倒是睡得香了，我可熬坏喽！”
几十年过去，再提起救活了小男孩，张传玺
依旧眼睛里闪着喜悦的光。他说：“医生
拼了命，病人才有了命。那时候没有先进的
医疗设备，只有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想
办法的脑子和勤劳的双手。”

从国内到国外

风雨无阻从医路

1978年，张传玺因工作出色，被派往尼
泊尔，进行了四年的援外工作。

“也有别的国家援外，但只有中国是免
费的。当地人看到我们中国国旗的时候眼
神都不一样,都是两眼含着泪的。”张传玺回
忆说，当时，尼泊尔医疗落后，基本上霍乱、

疟疾、毒蛇咬伤都成了绝症，没有医疗和药
物，“如果当地土办法不行，只能等死，但我
们能给他们治好。他们当地比较迷信，还把
我们奉成神。”

一年一次放假回国，他基本上没有休
息，又回单位上班了。病人久不见他，听说
他回来了，好多人找他看病，诊室一直处于
爆满状态。同事提醒他去尼泊尔的火车快
开了，他才能抽出半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
再出国。

他的心里装着患者，从医60年来从未
发生过一次医患纠纷。即便是后来当了卫
生局局长，他还是每个周六都到中医院上
班，从早晨到晚上10点多接诊病人都在百
人以上。有人劝他，当领导了还要亲自看病
是不是有点“掉价”？他却说：“局长又不能
为病人服务，有啥架子？我热衷于看病，就
像作家热衷于写作，画家热衷于画画，可以

从中获得幸福感和价值感。”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我家是东营的，经朋友介绍过来的。”
患者家属李女士告诉记者，她老伴儿患有
血小板减少症，在张传玺这儿就诊后，吃了
半年多的药，现在情况比较稳定，他们是来
继续抓药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还有人拿着麻袋。这
是因为他们路途遥远，往返折腾太辛苦，所
以他们求张大夫一次开3个月甚至小半年
的药，用麻袋装走。

“除了港澳台，其他省市自治区都有咱
的病人。”张传玺说，上班时间是早晨7点
半，而他每天早上6点半就来坐诊，为的就
是让患者尽早看上病，而且都是坚持看完
最后一名患者才下班。

1985年，张传玺创建了微山县再生障
碍性贫血研究所。他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再
生障碍性贫血、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
症等疾病。在他的指导下，再生障碍性贫血
的临床研究成果1987年获得了山东省医学
科学技术成果三等奖；血源口服液治疗白
细胞减少症和粒细胞缺乏症经省内外专家
鉴定达国内领先水平，1999年再获山东省
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有人劝他拿这些科技成果，办私立医
院肯定能挣大钱，他坚定地拒绝了，“现在
不缺吃、不缺喝，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事业，
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治病救人才是最有
意义的。”

1993年底，张传玺退居二线。但没多
久，他又回到再障研究所上班，早上5点多
就开门、扫地、烧水，让患者和家属喝上开
水，他自己却怕上厕所耽误时间少喝水。他
还积极投身老科协事业，每个月跟着医疗
查体车到各个偏远湖区村庄进行巡回医
疗，为偏远湖区群众看病。“莫道桑榆晚，为
霞尚满天”，正是他的真实写照。

坚守一线，创建再生障碍性贫血研究所

张传玺：从医一甲子仍旧“满格电”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田金辉 报道
本报济宁讯 7月11日，记者从济宁市经信委获悉，

近日2018年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百强企业发布会
在济南举行，发布了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100强
企业名单（以下简称“百强高企”），济宁市太阳纸业、
辰欣药业、圣阳电源3家企业上榜，技术领域涉及资源与
环境、生物与新医药新能源与节能等多个方面。

此次评选是山东省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山东省科技统
计分析研究中心和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针对我省截
至2017年底仍在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首次开展
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100强研究评价。评价主要从创
新投入、产出、绩效三个角度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研究测
算，力求真正把我省各个行业创新的龙头骨干企业评选出
来，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企业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
质量发展中的创新引领示范作用。

济宁3家企业跻身

我省首个“百强高企”榜单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日前从济宁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获悉，因天气持续高温，城区用水量迅速增加，公共供水
水源不足，出现大面积水压偏低现象。为确保供水安全和
节约用水，报经主管部门批准，自7月14日起启动供水保
障应急预案，实行分时段限压供水。

本次分时段限压供水将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水，具体
供水时段为：早上05:30—09:00；中午11:30—13:00；晚上17:
30—22:30。其余时段实行低压供水。广大用户可在供水时
段储存必要的生活用水。对工业企业高耗水单位采取限量
供水，限制特种行业用水。保障居民生活和医院、学校等
公用事业用水。济宁市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呼吁广大用
户和社会各界节约用水，减少各种不必要的浪费。公司将
采取积极措施，尽快恢复正常供水。

7月14日起，

城区实行分时段限压供水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唐岩 报道
本报济宁讯 7月3日，记者从济宁市发改委了解到，

近日，微山三峡光伏电站成功并网，标志着济宁市光伏基
地7个项目全部投产运行，以光伏基地为代表的新能源产
业为新旧动能转换增添强劲动力。

据介绍，济宁市采煤沉陷区光伏领跑技术基地是国家
能源局2016年6月确定的8个国家级光伏基地之一，批复规
模为50万千瓦。光伏基地建设大幅增加了济宁新能源装机
规模，截至6月底，全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143 . 12万千瓦，占电力装机总量的12%左右，能源结构优
化调整进一步加速。整个基地总投资40亿元左右，年发电
量约5 . 5亿度，每年可实现电价收入约4 . 6亿元，可相应节
约标煤18 . 8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约3600吨，二氧化
碳排放量45万吨。同时，基地项目均采用农光互补或渔光
互补模式建设，在改善空气质量、拉动济宁投资、增加地
方税收的同时，有利于增加周边农民收入，促进资源型城
市转型。目前，全市因采煤累计形成塌陷土地仍有约60万
亩，而且还在以每年3万亩左右的速度递增。基地项目全
部利用闲置或荒废的塌陷地建设，实现了2万余亩塌陷地
的综合开发利用。

济宁采煤沉陷区

光伏领跑技术基地并网运行

□记者 赵德鑫 报道
本报金乡讯 7月8日，济宁市中小学校园足球夏令营

在金乡县教师培训中心开营。
本次夏令营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济宁市青少年校园足

球运动健康发展，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创建良好的学习训练
环境。本次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
段7月8日至7月14日（小学男子组）；第二阶段7月15日至7月
21日（小学女子组）；第三阶段7月22日至7月28日（初中男子
组）；第四阶段7月29日至8月4日（初中女子组）。

济宁市举办

中小学校园足球夏令营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7月12日，首届全省技工院校教师职业

能力大赛在济宁启动。
据了解，本次比赛共设9个专业类别，由淄博、济

宁、临沂3个赛区承办，济宁赛区承办机械类、工业综合
与农业类、公共类三个类别的比赛，来自全省37所技工院
校的72名优秀教师将展开激烈角逐。

近年来，济宁市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工作和技工院校
发展，形成了技工院校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技能人才培
养相得益彰、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规范改进技工院校管
理，加快推进技工院校转型发展，在强化校企合作和平台
搭建、积极推行“一体化”教学改革、加强“四师型”教
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首届全省技工院校教师

职业能力大赛在济宁启动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7月12日上午，济宁市第三届“城市杯·

小小讲解员”暑期培训活动在济宁城市展示馆正式启幕。
据了解，系列活动持续到7月底。通过对济宁全市近

百名参赛者进行层层选拔，最终将有30位“小小讲解员”
脱颖而出。他们将通过形象礼仪、讲解沟通技巧、城市人
文历史等知识的培训学习增长知识，提高自信及表达能
力，增强对城市的理解与自豪感，成为济宁市第三届“城
市杯·小小讲解员”城市形象代言人。

第三届“城市杯·小小讲解员”

暑期培训启动

7月13日，微山县再生障碍性贫血研究所内，张传玺在为患者看病历。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今年5月，泗水县的孙建涛家庭被评
为全国“最美家庭”，孙建涛认为，这份
荣誉是坚持做公益、家人无条件支持他所
获得的。

7月4日凌晨4点，窗外还被一团黑夜
笼罩着，孙建涛睁开眼睛，像是下了很大
决心似地扑棱坐了起来，身为泗水微公益
协会会长，昨夜他在协会忙到11点多才进
家门，这一大清早又要急慌慌地出门了。
“协会连年组织‘放飞梦想’活动，安排
贫困孩子外出旅游扩宽眼界，今天要护送
37名贫困孩子去火车站，目的地是日照，
这也是年内的第四批。”

返程后孙建涛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其
间，他接了协会志愿者打来的3个电话，
回复了爱心人士咨询情况的多条语音，临
近11点30分，他很不好意思地对记者提出
要暂停采访，他有些急事要回协会处理。

这个上午只是孙建涛近几年忙碌生活
的一个写照。他本身是圣水峪镇国土所党
支部书记，2014年9月孙建涛开始筹备成立
泗水县微公益协会，上班时，穿上制服，
他尽职尽责；下班时，穿上绿色马甲，他
是一名志愿者，利用周末和夜晚，穿梭在
乡村的小路上，为那些处于贫困中的少年
儿童建立档案，再通过网络寻找爱心人
士，带领双方对接，帮助孩子们解决生活
和学习上的实际困难。截至目前，孙建涛
和他的协会成员已累计行程40多万公里，
走访泗水县530多个村庄的4500多个贫困家
庭，为1400多名符合资助条件的少年儿童
建立资助档案，已完成1300多名贫困儿童
的“一对一助学”工作，累计救助资金超
过500万元。

正如孙建涛的妻子曹冉所说，丈夫是
个优秀的公益人，却不是个合格的丈夫和
父亲。“家成了旅馆，仅是个睡觉的地方。几
乎每个周末都不在家，每天一早出门、晚上
十一二点进门。大儿子12岁，小儿子还不到

3岁，两个儿子都见不着爸爸的面。”曹冉颇
有感触地说，她本身在县供电公司工作，两
个孩子都是父母带大的，“等我们回到
家，妈妈已把饭菜端上桌；爸爸风雨无阻
地帮我们接送孩子。”曹冉的言语中尽显
对父母的愧疚。去年10月，上小学五年级
的大儿子轩轩有了一项家庭作业——— 写给
父母的一封信，轩轩选择给爸爸写信，他
在信中说，“您整天在外面奔波，救助那
些可怜的、上不起学的孩子，可您是否知
道，我和弟弟是多么希望您能抽出一点点
时间陪陪我们，哪怕是半天。希望我能拥
有一支马良的神笔，画走所有的贫困和疾
苦，这样我的爸爸就可以回家陪伴我和弟
弟了！”

孙建涛生活中本是一个少言少语的
人，很少在家里说协会里的事，岳父母对协
会工作了解不够导致了不理解。2015年8月，
孙建涛趁周末安排妻子、孩子和岳父母随
自己一起下村。谈起那次经历，岳母单继伟
记忆犹新，“我们来到苗馆镇隈泉村，那个

小女孩爸爸去世了，妈妈智障，土坯房裂缝
都有十几厘米，房顶露着一个大洞，抬头就
能看见天，桌子上厚厚的一层土，床上的被
褥又脏又破，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这个场
景深深地震撼了一家人，单继伟眼看着孙
建涛给孩子做了纸质档案，回到家上网发
帖求助，不到半天的功夫，就有一位济南的
爱心人士回应，要资助孩子上学和生活。岳
父曹延通拍着女婿的肩膀叮嘱他，“你做的
是一件好事，太有意义了，一定要坚持下
去。家里的事你不用管，有我们呢。”

在孙建涛的带动下，妻子曹冉一有时
间，就跟着丈夫下村，参与到微公益活动
中；轩轩有时会跟随爸爸回访受助家庭，为
同龄小朋友辅导功课，还经常将自己的课
外书托爸爸转交给受助儿童。有了家人做
后盾，孙建涛的微公益之路越走越宽。他借
助腾讯公益平台，成功申报了“微爱大善让
天使回归”“泗水爱相随·困境儿童圆梦计
划”“微爱1加N”等项目，帮助更多的孩子摆
脱贫困。

从一个人的行动到强大的志愿者团队，4年救助1300余名贫困儿童———

孙建涛：用大爱诠释“最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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