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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月儿子得怪病
至今瘫在床

“营儿痒痒，给你挠挠！”坐
在儿子付金营的四轮平板床
前，母亲朱桂芝用手不时抚摸
式地轻轻给儿子挠着头，“呵
呵”“呵呵”，不会说话的付金营
舒服地笑着，严重变形的四肢
舞动着，母子俩就用这样的方
式交流着。

其实，53年前刚出生的付
金营并不是这样。朱桂芝老人
回忆，那是1965年腊月的一个
晚上，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才八
个月大的儿子付金营突然哭闹
不止，并伴随浑身抽搐。朱桂
芝迅速抱起儿子，顶着凛冽的
寒风，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平
顶山的医院给孩子诊治，可是
医生怎么也查不出病因。

1966年春天，朱桂芝听说
郑州大医院的专家来平顶山医
院坐诊，她就抱着儿子向医院
奔去。专家经过诊断，摇摇头
告诉朱桂芝：“你还是回家照顾

好他吧！别再浪费钱了。”尽管
医生没有说出儿子得的是什么
病，但医生这句话还是让朱桂
芝的希望破灭了。

朱桂芝一共生养了三个儿
女，付金营是她的第二个儿
子。年幼的付金营自从有病
后，日夜不停地哭闹。朱桂芝
想，可能是孩子睡在硬板床上
不舒服，就将儿子揽入怀中，用
自己的身子温暖儿子虚弱的身
子。这一抱就是3年，这3年里
朱桂芝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虽然儿子付金营一直瘫在床
上，也不会说话，但“儿子是娘
的心头肉，既然生了他，就一定
要养着他”。

照顾病儿53年
从未让儿长褥疮

儿子一天天长大了，身高
和体重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所
增加。原来还有丈夫帮忙，然
而，1987年丈夫去世后，本来就
身材瘦小、体弱多病的朱桂芝
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但
朱桂芝不厌其烦，坚持每天给
付金营按摩、翻身。夏天她经
常给付金营擦身、洗澡，冬天洗
脚、洗头，53年来付金营长时
间卧床竟然没长过褥疮。

付金营患病后，四肢关节
严重变形，大小便不能自理，躺
在床上不能动弹。朱桂芝每天

十几次给儿子垫尿片、洗尿片，
儿子大便困难，她就用手抠。儿
子语言表达不清，只能用简单含
糊的几个词语。几十年照顾下
来，朱桂芝通过仔细观察儿子的
口形，揣摩他所表达的意思，一
遍遍和儿子沟通，形成了他们
母子之间特殊的交流方式。

提起儿子吃饭，朱桂芝说：
“我们家金营吃饭就像小燕子，只
能吃些稀饭和馒头，还都得一小
口、一小口地喂。”从她说话的语
气中，丝毫看不出她经历的艰辛
和磨难，感受到的只是她的坚强
和乐观。每次给儿子喂饭，都需
要喂半小时左右。每次喂饭，朱
桂芝都要在嘴边试一下温度，怕
饭热烫着不会言语表达的儿子。

53年来，朱桂芝就没有离
开过儿子，即便是有急事外出，
也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小时。“这
么多年，我都没有在市区逛
过。现在年龄大了，没法下楼
了，平时都是大儿子和小女儿
帮着买菜。”朱桂芝说。

长期劳累，让朱桂芝患上
了严重的腰痛病。因长时间得
不到有效治疗，加上照顾二儿
子起居，她的腰椎严重弯曲，背
成了弓形。街坊邻居曾劝朱桂
芝“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不
如把付金营送到养老院”。朱
桂芝淡淡一笑说：“当娘的都这
样，啥时候都舍不得儿子，我能
动一天就照顾一天。”

本报平顶山讯 6 月
26日获悉，平顶山市委市
政府向河南省电力公司致
感谢信，感谢河南省电力
公司在推进贫困地区电网
等基础设施完善、助力贫
困群众脱贫方面做出的突
出贡献。对平顶山供电公
司电网扶贫工作给予高度
赞扬，充分认可了平顶山
公司认真落实平顶山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将电网
脱贫行动与“五个服务”相
融合，助推平顶山贫困地
区“真脱贫、脱真贫”而有
效发挥的电网支撑保障作
用。

据介绍，自开展电网
助推脱贫攻坚工作以来，
平顶山供电公司全面落实
《河南省电网脱贫专项方
案》和平顶山市委市政府
关于行业扶贫工作的决策
部署，加强脱贫工作组织
领导，成立了以主要领导
为组长的电网助推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
题会议，认真研究开展电
网扶贫工作，确保了精准
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据统计，两年间，平顶
山公司对平顶山农配网改
造累计投资超 20 亿元。
整村推进改造中心村452
个，有力服务了城镇转移
就业；整村推进改造贫困
村343个，实现贫困村“村
村通动力电”，有力保障了
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坚持“人往哪走、网往
哪建、电往哪送”，按照“一
步到位”原则建设易地扶
贫安置点配套电源工程55
项，有力保障了易地搬迁脱
贫；完成 10484 眼机井通
电任务，实现平顶山地区现
有存量机井通电全覆盖，有
力保障了高标准粮田建
设；扎实执行“两保户”电
费返还和光伏扶贫电站并
网等惠民政策，有力服务
了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平顶山供电公司电网扶贫
343个贫困村全通电
受到平顶山市委市政府高度赞扬

本报平顶山讯 6 月 29
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
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闭幕。
在当天的团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
了26名团十八届中央常务委
员会委员，其中平高集团胡中
辉（大河报曾报道其事迹）是本
届大会我省唯一当选的团代
表。

据共青团平顶山市委和
平高集团团委负责人介绍，31
岁的胡中辉是平高集团有限公
司团委委员、机械制造事业部
精密机加车间车工班班长、车

工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平高
集团首席工匠、首席车工、国家
电网公司生产技能专家、河南
省胡中辉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近年
来，胡中辉先后获得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中央
企业青年岗位能手、河南省青
年五四奖章、国家电网公司劳
动模范等40余项荣誉。

参加工作14年来，胡中辉
以专注、极致的匠人精神，刻苦
钻研，大胆创新，独立设计、制
作工装110余套，带头攻克了

特高压系列产品中关键零部件
一个又一个的加工技术难题，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
生产成本，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1000余万元。今年的全国“两
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胡
中辉经过充分调研，提出了“持
续加快特高压网架建设”的建
议，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

目前胡中辉所带的团队
也是一群青年先进典型，平均
年龄不超过30岁，先后获得
各项集体和个人荣誉近200
项，正在积极打造一个青年创
客品牌。

鹰城青年胡中辉当选团十八届中央常委

7月2日，位于鲁山县
张店乡的河南炜成实业有
限公司内，工人们正在生产
车间紧张加工食品。张店
乡党委副书记李发强介绍，
在该企业上班的建档立卡
扶贫户达36人，每人月工
资2500元左右。

近年来，张店乡以脱贫
攻坚统揽工作全局，按照县
委发展思路，找准城郊统筹
发展定位，重点培育畜牧养
殖、苗木花卉、蔬菜、食用菌
和药材种植、农产品加工、
劳务输出等新兴产业。

抓基地、抓品牌，带动
贫困户就业。该乡充分利
用该乡城郊资源优势，引进
河南炜成实业有限公司投
资 1.2 亿元新上食品加工
项目，预计年生产速冻食品
2 万吨，年产值达到 3 亿
元。吸收贫困户和当地群
众就业300余人。同时，积
极扶持沣瑞食品有限公司
肉类联合加工项目、群瑞康
畜牧养殖等企业，针对贫困
户招工帮扶，确保贫困户有

活干，增收入。
抓引领、抓效益，带动

贫困户增收。乡里围绕着
菜篮子工程，动员王湾、界
板等贫困村开展香菇种植、
畜牧养殖等，形成种养结
合，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特色
农业产业生产链条；着眼

“美化生活”在马村、李村等
村实施“一街五园”千亩苗
木花卉基地建设，带动贫困
户发展休闲农业、休闲农庄
等附带产业，让贫困户有项
目，有产业，得实惠。

抓服务、抓落实，带动
贫困户脱贫。张店乡立足
打造富裕文明、平安幸福的
新张店为起始点，结合贫困
村、贫困户实际成立以班子
成员为致富带头人的蔬菜
食用菌、畜牧养殖、花卉种
植、药材种植、农产品加工、
劳务输出等六大精准扶贫
产业项目，积极推广“龙头
企业+基地+合作社+贫苦
户”的产业扶贫模式，互联
互动带动贫困户发展，真脱
贫。（师红军）

鲁山县张店乡：
三抓三带促脱贫

八旬母亲照料病儿53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红汛 黄婷 文图

8个月大的儿子
突然浑身抽搐，并从此
卧床不起，母亲不离不
弃照顾病儿至今已有
53年。53年来，病儿
连一句完整的妈妈都
不会喊，但对病儿的每
一个细微动作，母亲立
马就能理会儿子的意
思。长时间的劳累，让
母亲的后背成了弓形。

6月30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走
进平顶山市卫东区东
环路街道五条路社区
臧庄村民朱桂芝家时，
84岁的朱桂芝正给躺
在四轮平板床上的53
岁病儿付金营挠头。
提起照顾病儿，朱桂芝
老人淡淡一笑：“当娘的
都这样，我能动一天就
照顾一天。”

照顾儿子53年的老母亲依然将儿子当个宝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红汛 黄婷 通讯员 李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红汛 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