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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计平
推着病妻打零工 23载

丈夫自学成“医”

1982 年，张计平和孙双秀结为连理，婚后育有
两个儿子。 1992 年夏天，孙双秀突然高烧不退，最
终被诊断为“红斑狼疮”。 随着病情恶化，孙双秀短
期内双耳失聪、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

经多次医治， 孙双秀的病情未有丝毫好转，反
而花光家中积蓄。 她决定轻生给丈夫减轻负担，所
幸张计平及时发现，将其送往医院抢救。事后，张计
平拉着她的手说：“不管病治得怎么样，我都会一直
陪着你。 ”

为节省费用和及时施治， 张计平自己学会打
针、护理、按摩等基本医疗技能。他经常在自己身上
试针，并每天坚持给孙双秀翻身清洗。 张计平在家
中常备纱布、镊子、碘酒等药品应急，他给妻子活血
化瘀的按摩手法，令医生都称赞“像那么回事”。

推排子车载妻子打工

在张计平悉心照料下， 孙双秀的病情没有恶
化，但大小便、翻身、起坐等都需人协助。 为了筹集
医疗费和生活费，同时兼顾照料妻子，张计平想出
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带着妻子去干活。

从 1992年起，无论种田还是打零工，张计平都

会在排子车上铺上被褥， 推着妻子去田间或工厂。
将妻子安置好，张计平才会去旁边干活。 每干两个
小时，他就会回到妻子身旁，帮她如厕翻身，休息时
更会陪妻子聊天解闷。

23 年来， 张计平载妻子的工具从排子车升级
为电动三轮车。每天，他载着妻子外出打工前，都会
细致检查车上的水杯、药瓶、暖壶、板凳、便盆等物
品。 夫妻间浓浓的感情，在这些细节上体现无疑。

“感恩”账本记下爱心帮助

虽然日子过得辛苦异常，但张计平常怀着一颗
感恩之心。他说，要是没有好心人的接济帮助，自己
真熬不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邻居帮忙做了一床被褥、 乡亲给了几件衣服
……张计平记了本“感恩”账本，其中详细记录着谁
接济过他、谁帮助过他。 他说，有些钱虽然能还，但
是人情却永远还不清。“咱还是要做个好人，要是有
啥能帮别人的，绝对不会含糊。 ”

开发区南大树村的乡亲提起张计平， 没有
不竖大拇指的。今年 4 月，张计平被评为“邢台
好人”， 他说：“咱从没想过能获啥荣誉， 就觉
得照顾媳妇是应该做的。 ”未来张计平打算努
力工作攒钱，尽快让妻子接受白内障方面的治
疗，提高视力。 （本报记者 刘哲 整理）

� 解克锋
寻子路上帮 4个家庭团圆

“我想找亲生父母，但不知道怎么找，也不敢独
自去。 ”武汉 20 岁小伙子小宇（化名）说，是邢台的
解克锋跟他交流，还联系到武汉的寻子家长，带他
去公安机关采集 DNA，进而找到了亲生父母。

帮陌生小伙找到亲生父母

43岁的解克锋是本市一名寻子家长。1999年，
他襁褓中的爱子解清帅被人抱走。 从此，解克锋便
踏上了漫漫寻子路。 在找儿子的同时，他还一直帮
助其他失散的人。

小宇小时被拐卖到福建，成年后独自到武汉打
工。长大后，他瞒着养父母，通过网络悄悄找起亲生
父母。 解克锋通过微博知道了小宇的故事后，主动
请朋友帮忙陪小宇去公安机关采集 DNA 信息。 两
个月后，小宇的亲生父母在贵州被找到。

小宇说， 他特别感谢远在千里之外的解克锋，
让他圆了心愿。

一路帮 4个破碎家庭团圆

“我丢失的儿子，今年 16岁。 很多跟他差不多
大的孩子，想要找亲生父母，或者不敢找，或者不知
道怎么找。 ”解克锋说，看到这样的孩子，他就会伸
手帮一帮。

解克锋是一家爆破公司的老板。 近两年，他将
公司交给长子，将多数时间用在了寻子上。 他关注
了很多寻子的网站，加了很多寻子的 QQ 群和微信

群。只要有时间，他就在电脑前或者拿着手机，反复
比对消息。

“父母在找孩子，孩子也在找父母。”解克锋说，
比对过程中，如果看到双方的信息能对应上，他就
会提醒他们互相联系比对。有些寻找父母的孩子胆
怯，也没有亲友商量，解克锋就经常给他们打电话，
鼓励帮助他们。

2015 年，除了小宇，解克锋还帮助本市两个家
庭实现了团圆梦，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还有一位广
州的母亲在清河县找到了丢失多年的儿子。

坚持寻子 15年

2000 年 3 月 23 日，《牛城晚报》曾刊登解克锋
的寻子消息，2015 年 9 月 16 日， 本报再次关注他
的寻子故事。

解清帅，1998 年 8 月 24 日出生，1999 年 1 月
20 日失踪，在邢台市桥东区新西街西头，地道桥路
北，孩子妈妈出去买东西的 10分钟内，解清帅被人
抱走。 现年 17周岁。

“感谢《牛城晚报》，报道刊发后很多人提供线
索。”解克锋说，遗憾的是，通过公安机关，他跟多个
孩子进行过比对，但都不是他的孩子。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失望，不是不灰心，但每每
有了新线索，解克锋仍然迫不及待想要去证实。 解
克锋盼望着，有一天，这条路他能走到头，能找到儿
子。 他也希望，每一个破碎的家庭都能团圆。

（本报记者 刘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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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但在各自的
人生轨迹或岗位上，他们用自己炙热的
心演绎着不平凡的故事……

爱心妈妈为学生钉纽扣

今年 11 月，一张关于“宿管妈妈”
的照片在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这位宿
管妈妈名叫郭月平。她将学生当成了自
己的孩子，孩子们也愿意亲近她，无论
衣服扣子掉了、袜子破了还是哪磕着碰
着了，都会找她帮忙。 尽管这些并不是
分内之事，可她却乐此不疲。 不少学生
称她为“爱心妈妈”。

白衣天使心系患者甘愿做胡杨

她是一名具备胡杨树精神的普通
护士，去年 3 月，田素彩开启了为期一
年半的援疆之旅。一年间，公公患癌，丈
夫瘫痪，婆婆瞒着她独自扛起重担。 一
年间，她亏欠家人，但收获了 200 多位
亲人，也添了一个与美丽有关的维语名
字———田古丽。

勇士蹈火英名传世

1月 2日， 在扑救哈尔滨北方南勋
陶瓷大市场大火过程中，5 名消防官兵
牺牲，其中的消防战士张晓凯，是沙河
市册井乡锁会村人，年仅 19 岁。 1 月 4
日，公安部政治部批准在哈尔滨“1·2”
火灾抢险救援中光荣牺牲的张晓凯等
五名同志为烈士，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
纪念章。

大爱援手孝心女孩

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相依为命
的父亲突发疾病倒下，孝心女孩梁巧芳
不离父亲病榻一步，日夜悉心照料。 虽
然她足够坚强，但医疗费和学费的无着
还是让她犯了愁。 经牛城晚报报道后，
友爱的同学、 无数好心人纷纷援手，帮
她渡过了难关。

卖书救弟好姐姐

弟弟确诊为左股骨远端肿瘤，为给
弟弟筹集医疗费，做为姐姐的郝正幡主
动放弃学业，靠摆摊卖书筹钱。 此事经
牛城晚报报道后，众多爱心人士伸出援
助之手，帮她渡过难关……

养出仨硕博生的卖菜大妈

家住开发区大梁庄社区的周小国
家庭贫困，为培育儿女成材，她从仅有
的一亩多地里划出四分地作为菜园，蔬
菜成熟的季节，就骑上三轮车到公路边
支起菜摊儿，风雨无阻，菜摊儿一支就
是十多年，她的 3 个孩子们从菜摊儿进
了校园，并相继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脑瘫烧伤儿的爹坚强

在北京打工期间，19 岁脑瘫儿烧
伤，母亲不知去向，父亲苏金国日夜陪
伴。 为了给儿子治病，他吃馒头就白水，
虽然 4 万元的积蓄花光， 但他依旧坚
持，父爱的坚守让人动容。

患癌母亲为白血病儿子放弃治疗

她患有乳腺癌， 术后需定期复查，
可她已将近一年没复查过，为省钱甚至
想放弃后期治疗。 这一切，都是为了患
白血病的儿子。为筹集儿子骨髓移植手
术的费用，她卖掉了房子，她花甲之年
的父亲也卖掉住房； 儿子骨髓移植成
功，又面临真菌感染的威胁……面对重
重困难，白红霞说，不能倒下去，她要陪
着孩子渡过难关。

“戏痴”情系京戏馆 20 年
范生仲，1954 年生，1994 年创办业

余剧团清风京戏馆，完全凭一腔热血将
戏馆艰难维持 20年。 多年的老友们说，
清风京戏馆能成为邢台文艺界的一张
名片，离不开范生仲的默默奉献。

带着妈妈上学的孝心女孩

李莎莎是开发区留村镇留西村人，
母亲李利斋因患有小儿麻痹症无法行
走，父亲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从李莎
莎记事起，她就开始做家务。去年 12
月， 父亲突然离世， 李莎莎被推到
“家长”的位置，从此她便决定带着
母亲一起上学……

（本报记者 刘东甲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