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五英商水县魏集镇苏童村人,1970年生，丈夫患病成植物人后，

她不放弃治疗，用爱唤醒了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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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记者来到汤阴县

韩庄镇刘黄村。在村委会大院

里，记者见到了69岁的付安英，

他黑黝黝的脸庞，稍微有一些驼

背，个子不高，嗓门可不小，群众

都亲切地称他“老支书”。

他从21岁就开始担任刘黄

村党支部委员，1993年任村党

支部书记，当村干部已经有40

多个年头了，当支部书记也20

多年了。本来已经到了回家抱

孙子、享清福的年龄，但他仍然

日复一日地在为村里的事务操

持忙碌。村里谁家有了红白事，

谁家遇到了困难，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他。

1993年，刚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不久的付安英就开始琢磨

如何带领村民致富。那时候的

刘黄村村民大多以传统耕种为

主，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付安

英经过反复考察论证，发现食用

菌是一项技术易学、见效快的致

富项目，决心在全村推广。

没有资金，他就三番五次往

镇里、县里跑，终于跑来了贷款；

没有技术，他就组织大伙儿去河

北考察学习。那段时间的付安

英，用他老伴的话说就是“自己

家的事也没见他跑恁勤”。

第二年，村里的大棚“出菇

了”。然而，随之而来的不是喜

悦，而是乡亲们的埋怨。原来，

由于是第一次种植，食用菌缺乏

固定经销商，卖不出去。面对大

家的不理解，付安英没有退缩，

他背着干粮上郑州等地四处推

销，终于打开了销路。经过20

多年的发展，现在村里每年每户

靠食用菌产生的净利润都在5

万元以上。

在村里，记者碰到村计生专

干吕秋林，他说：“付支书就是俺

村的拼命三郎，他干事有一股不

做成不罢休的劲头，年轻人都比

不上他。”他给记者讲了这样一

个故事。去年7月6日，刘黄村

接到汤阴县光明路北延征地任

务，涉及该村56户群众的房屋

拆迁，要在两个月内完成。接到

任务后，付安英召集村“两委”班

子连夜开了个碰头会。会上，他

斩钉截铁地撂下一句话：“干!再

难也得干!坚决按时完成任务！”

他带领平均年龄56岁的村“两

委”8个人，分工、包户，开始不分

昼夜挨家挨户做工作，

有一户人家嫌补偿款少，拖

着不肯签字，付安英就三趟五趟

上门做思想工作，白天不好找

人，就趁着人家吃午饭、吃晚饭

的时间上门找，软磨硬泡，甚至

到了人家看见他就想躲的地

步。在他耐心细致的工作下，那

户农民终于在协议上签了字。

亲戚有人问他：“你看别人

当支书，又是在城里买房，又是

买汽车，多风光啊！你当支书20

年，家里却啥也没有，穷得叮当

响，你图啥呢？”

付安英说：“当官不发财，发

财不当官，咱当的这个‘村官’问

心无愧，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付

安英平时最喜欢听那首《吃亏

歌》，感觉唱出了他的心声。他

说，当干部就是要肯吃亏，遇事

要公正、公平，一碗水端平，那样

才心里有底气，说话办事才硬

气，老百姓才服你。

当支书20多年，家里穷得丁当响

“老支书”付安英
图个啥？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路瑜

北京专家在给商水农民童二朋诊断后，郑

重地对他的家人说：童二朋已经成了植物人，

花再多的钱也唤不醒他了。面对昏迷不醒的

丈夫，商水县魏集镇苏童村农民杜五英侍夫如

育婴，以惊人的毅力和耐心去照料丈夫，最终

用真情唤醒了爱人。专家惊叹：这是一个奇

迹！当有人问起杜五英采用的是何妙方时，她

的回答很平静：遵医服药，针灸加上康复训

练。而乡亲们说，童二

朋今儿能苏醒过来，多

亏了他媳妇的一片真

情，她服侍童二朋简直

像照料婴儿。日前，记

者采访发现：其实，杜五

英照顾丈夫有时比照料

婴儿还要艰难！

重病突发

杜五英家的遭遇

应验了一句老话：天有

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1970年出生的杜

五英，家住商水县魏集

镇苏童村。

2012年3月中旬，

丈夫童二朋突发重

病。辗转多家医院后，

他们来到北京。在北

京301医院，杜五英知

道丈夫患的是结核性

脑膜炎。因该院不收

治传染病，随后转到北

京 309 医院重症监护

室。经过一段时间急

救后，接诊的医生郑重

嘱咐杜五英准备后

事。杜五英如闻惊天

霹雳，她再三恳求医生

继续治疗，可医生说花钱再多也买不了命，最

后落个人钱两空。

此时，杜五英陷入绝望，她用周口的一辆

救护车从北京拉回丈夫。一路走来，杜五英哭

了一路。痛定思痛，对丈夫的爱、对家庭的责

任感，又使她燃起希望的火花。大医院治不

了，她决心在当地医院继续治疗，决不放弃！

可在当地医院住院，却遭遇重重困难。

院方的理由也很客观：北京权威医院尚且无

法医治，市、县医院更没办法。“不管你们治疗

得好歹，我们都不抱怨，治疗啥样是啥样。他

已经是个植物人了，虽然没有多少治疗的价

值，但如果不治疗，我良心上过意不去。”在周

口一家传染病医院，杜五英苦苦请求。最终，

医院同意为童二朋继续治疗。医生拔除了童

二朋在北京309医院下的喉管，试着为他做

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手术的情况很不妙，医

生安排亲人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探望，并下达

了病危通知书。其间，适逢郑州有关专家在

该院会诊，建议开颅为童二朋排除脑腔积

水。但专家说，开颅可能保不住性命。几经

思索，杜五英及其家人商定，拉着昏迷不醒的

童二朋回家保守治疗。

创造奇迹

后来，经人介绍，杜五英带丈夫来到河南

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在那里为丈夫做了颅

脑腔皮下引流手术。杜五英惊喜地发现，引

流后丈夫稍有清醒，而且眼球会转动几下

了。拆线后回家，她一方面按照医嘱给丈夫

做康复训练，另一方面，常常带着丈夫去项

城、驻马店等地针灸电疗，调养修复神经。

由于经济困难，杜五英就买来药和针灸

设备在家里给丈夫治疗。为此，杜五英学会

了配药、输液、针灸。童二朋吃饭是最难的：

最初吃饭是从鼻孔里下管，后来是把饭打碎

往嘴里填。有时候，杜五英干脆把饭嚼碎后

口对口地喂丈夫。

功夫不负有心人。童二朋慢慢地醒了过

来，并且能用手拿东西，轻微地说话了，还学

会了慢慢咀嚼。

记者到杜五英的家里采访时，她正背着

丈夫上厕所，那过程像侍候婴儿。谈起给丈

夫治病的经历，这位坚强的女性禁不住热泪

盈眶。她擦干泪说：“尽管他已经不懂得爱，

但我仍然爱着他。他原先就像一棵植物一

样，什么都不知道。通过这二年的治疗、照料

和康复训练，他已经会吃饭、说话并能够听懂

话了，我搀着他，他也可以拄着棍站立了！他

从‘植物’变成了人，这已经让我很知足了！”

商水杜五英创造奇迹

真情唤醒植物人丈夫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马治卫苏建广

杜五英背丈夫上厕所

83岁的杨玉勤是鹿邑县贾滩镇谢庄村小

李庄村民，她生有两个儿子、5个女儿。村党支

部书记孙光连说：“虽说她瘫痪卧床25年了，但

她的脸色红润，不像个80多岁的人。”杨玉勤经

常对邻居说：“俺儿媳妇爱英很孝顺，这都是她

照顾得好。”近日，笔者在村干部的陪同下来到

小李庄村，采访了杨玉勤和她的儿媳高爱英。

婆母杨玉勤：俺五个闺女谁也别
想请走俺

杨玉勤是高爱英的婆母。今年50岁的

高爱英于2011年11月荣登“中国好人榜”。

1988年农历九月初三，高爱英和李传印

结为夫妇。李传印弟兄姐妹7个，哥哥李传

需多年前随伯父在安阳某农场安家落户。

1989年10月，杨玉勤突患类风湿性关节炎，

几个月后瘫痪在床。家里的一切都落到了李

传印、高爱英夫妇肩上。

20多年来，5个出嫁的女儿为表孝心，曾

数十次商量请母亲到她们家轮流居住，但每

次去请时，都遭到了拒绝。“我瘫痪卧床20多

年来，脚腿不能动，双手不灵便，下身关节经

常疼痛，平时心情不好了，都是爱英来伺候谈

心。面对一天到晚的吃喝拉撒，爱英从来没

有叫喊过一声苦和累，她对俺比亲闺女还

亲！俺5个闺女谁也别想请走俺！”杨玉勤对

笔者说。

1997年9月的一天晚上，杨玉勤的类风

湿性关节炎发病，下身关节疼痛难忍。丈夫

在外打工不在家，高爱英没有过多迟疑，便和

公公李齐见一起拉着架车子，连夜赶往14公

里外的柘城县砖桥集医院。在婆婆60多天

的住院治疗期间，高爱英因休息时间不足和

疲劳过度，多次晕倒在床前，体重下降20多

斤。

两个月后，因治疗效果不理想，高爱英带

着年幼的孩子又和公公一起用架子车拉着杨

玉勤到了20公里外的安徽省亳州市华佗中

医院进行治疗。

丈夫李传印：许多人见我都夸俺
媳妇好

婆母好听戏好看电视，为了让她有一个

好的心情，1998年5月，高爱英拿出家中仅有

的160元钱，又向邻居李心房家偷偷借来200

元钱，托人在县城买了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

机，放在婆母屋里的床前。

1998年6月，李传印83岁的祖父李运堂

在得病半年后病故。病故前，老人让人叫来

正在给婆母喂药的高爱英，拉着她的手说：

“爱英啊，你整日没明没夜地侍候我半年多，

一点也不厌烦，你真好……”

2002年夏季，水灾严重，小院积水。为

确保人身安全，高爱英便和丈夫商量，让孩子

住在西屋，父母住在东屋，两人住在了屋西头

用玉米秸秆搭起的牛棚内，一住就是三年多。

知妻莫如夫。老实巴交的李传印说：“许

多人见我都夸俺媳妇好。说句实在话，其实

我也十分羡慕自己。我对妻子的评价永远只

有一句话：她对家人、对邻居都有一颗好心，

她就是好！”

鹿邑好媳妇高爱英的婆婆瘫痪卧床20多年，高爱英精心伺候，她的
丈夫李传印说：

我都羡慕自己娶了个好媳妇

□本报通讯员李现理

高爱英在给婆母喂饭高爱英在给婆母喂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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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留言：
新浪微博@河南日报农村版
推荐方式：您身边有好媳妇、
好丈夫、好公婆、好儿子、好
女儿、好女婿，请拨打以下电
话，联络记者采访

32岁的蔡亚青2003年毕

业于商丘市卫生学校，之后又到

徐州医学院深造学习，2008年

进入民权县龙塘镇卫生院工作。

2003年8月，蔡亚青的父亲

被确诊为胆囊癌，在父亲求医治

疗的8个多月中，他目睹了父亲

被病魔拆磨的痛苦。从那时起，

他发誓要做一名出色的医生，要

温和地对待病人，用出色的医术

解除病人的痛苦。

为了实现自己的誓言，

2008年，在妻子苏娟的支持下

蔡亚青走上自修学习之路。三

年后，蔡亚青顺利拿到河南科技

大学的临床医学本科文凭。他

谦虚谨慎，勤奋好学，人们提起

蔡亚青都说他是一个善于钻研

的好医生，尤其是他在心脑血管

领域创造的“四位一体”疗法，受

到同行们及医疗界专家的认可。

“蔡医生医术就是高，花小

钱治大病，是咱百姓的贴心人！”

民权县龙塘镇龙东村栾老汉逢

人就这样说。 2012年10月，家

住龙塘镇的栾老汉因急性脑梗

塞住院，左侧上下肢瘫痪不能动

弹。久病卧床，栾老汉痛苦不

堪。由于栾老汉长期不运动，一

周没解大便，十分痛苦，但多次

灌肠效果不好。蔡亚青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就用手指一点一点

给他抠出来。看着栾老汉痛苦

减轻，蔡亚青才露出了笑容。在

蔡亚青的精心治疗下，栾老汉转

危为安，直至痊愈。

蔡亚青常说：作为一名医生

要有一颗仁义之心。前不久，年

近七旬的付庄村冯姓老人患脑

梗塞住院，因其是低保户，医疗

保险报销需要民政部门的救助

中心出具相关证明。龙塘镇医

院距县城有10多公里，蔡亚青

二话没说自己开车去了县城民

政部门……像这样感人的事情

数不胜数。今年3月10日深夜，

家住龙塘镇王庄村的王某冠心

病和心梗突发，家人打通蔡亚青

的手机求救。当天恰巧碰到蔡

亚青休息，家中6岁的女儿和3

岁的儿子都已熟睡。蔡亚青接

到电话后，毫不犹豫地将孩子反

锁在家里朝患者的家里赶去。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王某终于

度过了危险期。

前不久，在龙塘镇卫生院院

长李景海的大力支持下，蔡亚青

又到河南省卫生厅举办的全科

医师班深造学习。他说：“行医，

就是要为百姓解除病痛，为百姓

多办实事，否则愧对医生这个职

业。”多年来，蔡亚青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践行着他的诺言。当问

及他的未来有何远大规划时，他

朴实地笑着说：“没啥，我只是一

名乡村医生，今后我还会尽自己

所能来挽救更多的患者，让他们

花最少的钱解除病痛。”

民权乡村医生蔡亚青

让群众花最少的钱
解除病痛

□本报通讯员王一川张新超

蔡亚青，民权县龙塘镇卫生院一名普
通医生，他在平凡的岗位上，用执着和强烈
的责任心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付安英说：“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
官，咱当的这个‘村官’问心无愧，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

高爱英 鹿邑县贾滩镇谢庄村小李庄村民，照顾瘫痪卧床的婆婆20多年，5个亲闺女请婆婆去住，婆婆

都不去，她信任高爱英。高爱英的丈夫说，娶了个好媳妇，我都羡慕自己。

冯刘克（郑州市）13598800787

黄红立（洛阳市）13838888315

董伦峰（开封市）139371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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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和万

事兴。在匆匆忙忙的生活中，家

给了我们一个身心休憩的港

湾。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子女、

互敬互爱的夫妻、勤快孝顺的儿

媳妇……家让我们懂得什么是

温暖，什么是依靠，什么是希望，

什么是携手，什么是亲情，什么

是爱！不用刻意寻找，好媳妇、

好公婆、好儿子、好女儿、好女婿

就在我们身边。爱就在身边，就

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就在日复

一日的看似单调的日子里。从

今天起，河南日报农村版、中原

三农网推出“爱在身边·好媳妇

好公婆 好儿子 好女婿……”评选

公益活动，向大家介绍发生在我

们身边的那些平凡人、平凡事。

此次活动的关键词是：大家推荐

大家评！读者可以通过我们在

下面提供的电话、微信等方式推

荐您身边的好媳妇、好公婆、好

儿子、好女儿、好女婿等，我们将

及时派记者前去采访报道。将

来，我们还将由读者投票选出

“读者心目中的好媳妇、好公婆、

好儿子、好女儿、好女婿”。关注

我们，关注“爱在身边·好媳妇好公

婆好儿子好女婿……”评选公益

活动。

“爱在身边·好媳妇好公婆好儿
子好女婿……”评选公益活动开
始了！

连医生都说丈夫没救了

五英却不放弃

因为——

“丈夫不懂得爱，

但我仍然爱着他”

瘫痪卧床的婆婆

别人推都推不掉的包袱

爱英硬是从婆母5个女儿那里抢了

过来

连丈夫都一个劲地自己羡慕自己

五英爱英

农村妇女中再平常不过的名字

可她们真的那么了不起

她们都创造了爱的奇迹

赞二英
□诗评

王东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