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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让爱在温馨中绽放
编者按!

又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季

节! 这个季节因为一个感恩温

馨的节日"""母亲节而更加绚

丽# 然而!身为母亲!她们也许

并不会去关注这个节日! 在她

们眼里! 永远是幸福着子女的

幸福!痛苦着子女的痛苦# 从满

头青丝到两鬓斑白! 她们用平

凡的一生!演绎着伟大的母爱!

默默地为儿女付出人世间最纯

粹的情感# 作为子女!是否因为

忙于自己的工作而忽略了对妈

妈的关注$ 是否对妈妈有满满

的爱! 却不知怎样表达$ 两天

来! 我们的记者分别走进不同

的家庭!走访了空巢母亲%打工

母亲% 留守母亲以及刚生完宝

宝的母亲!与她们唠家常%聊心

愿! 同时也看看做子女的用什

么方式向母亲表达爱! 一起感

受母爱 !体味亲情 !沐浴温馨 !

学会感恩#

女儿下厨 吃顿团圆饭
记者 李瑞才

采访对象!李老太!

&)

岁

心愿!吃顿团圆饭%拍张全家福

!树老怕空心 " 人老怕冷清 #

这节过不过都中 " 买不买东西更

无所谓"就是希望子女们能趁节回

来看看"全家吃顿团圆饭$ 拍张全

家福%%& 说起即将到来的母亲

节"家住交通大道西段一小区的李

老太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愿望#

李老太今年
&*

岁 " 膝下有
+

个子女# 由于老伴走得早"退休后

的李老太开始了!游击&生活"哪个

孩子家里有事了"她就过去住一阵

子"虽然是吃穿不愁"但每天子孙

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 "她面对

的都是空荡荡的房间"连个说话的

人都找不着# 李老太说'!我最害怕

的是冷清"无论住在哪家 "我都觉

得简直是度日如年# 我并不是说喜

欢过节"因为只有过节 "我才有机

会和满堂的子孙团聚"才有机会说

出憋在心里的话%%&

!真没有想到" 老妈是这样想

的"怪我们平时太粗心了 "忽视了

老人们的情感需求# 今年母亲节"

说啥也要把全家聚齐"让老太太开

开心心$ 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饭"过

一个属于她的节日%%&听到母亲

这样说"坐在李老太旁边的大女儿

王女士眼眶湿润了# 她告诉记者"

由于小弟弟和妹妹都在外地工作"

大弟弟工作又忙"所以每年的母亲

节" 她都会带上女儿回到娘家"陪

伴母亲一起度过"但母亲总抱怨说

人不齐"依然会惦记其他子女# 今

年"她一定会通知三兄妹携全家一

块过来"陪母亲聊天$过节$拍全家

福"她还要亲自下厨 "在家中为妈

妈做一顿丰盛的!团圆大餐&#

谈到对母亲的爱"王女士感触

地说"现在母亲年纪大了 "难免会

有这样那样的病痛"每当母亲感到

身体不适"作为家中的老大 "她心

里比谁都担忧"她会加倍珍惜与母

亲相处的日子"同时也希望借母亲

节这个机会"让姊妹几个的孩子都

来感受一下亲情可贵"教育下一代

懂得感恩$尽孝道#

记者感言!

如果没有母亲节!我们会想到

向妈妈献上一束康乃馨$ 会想到回

到家中给母亲做一顿丰盛的大餐

吗$ &吃个团圆饭%拍张全家福'!多

么容易的事! 竟然是一位
&,

多岁

的老母亲在母亲节的心愿!听起来

令人心酸动容# 孝心!不能拖(爱!

不能迟# 希望我们能及时尽孝%我

们的&爱'能常常回家!多去听听母

亲的唠叨!勤去陪母亲散散步或挤

出时间带母亲去看场电影!让亲情

时时在家中氤氲%弥漫%升腾!让母

亲感受并收获到养儿育女的欢乐#

有空常回家看看
记者 窦娜

采访对象!任老太!

%(

岁

心愿!儿女幸福 !有空常来

陪陪自己

有这样一个母亲群体"儿女

为了生计和发展" 在外工作生

活"她们大多数时间只能单独生

活# 她们被称之为空巢母亲#

家住市区七一路中段的任

老太就是这样一位空巢母亲#她

育有
+

个儿女#两个儿子常年在

外打工" 一个女儿远嫁他乡"一

个女儿常年患病"自顾不暇# !老

伴去世后"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了"过年过节最期望的就是孩子

能在身边# &

第一次听说母亲节这个节

日"老人说"对子女没有什么要

求"就是特别想# !把他们从小带

大"全是贴在心上养大的"大了

全都不在身边"想啊( 做父母的

不期望孩子能有多大成就"没事

的时候哪怕空着手回家里来坐

坐"就很满足& #

没有儿女在身边照料"任老

太的日子过得很是辛苦# 有一

次"她患了感冒"头重脚轻"生性

倔强的她"没有麻烦邻居"自己

拄着拐杖去看医生"不足
$((

米

的路" 来回走了近一个小时"服

药后两顿饭未进水米# !我得挺

住啊"要等着看孩子们回来# &回

想起当时的情景"两行清泪从老

人的眼中流出#

老人的困苦"社区里的工作

人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社区

里的同志对我很照顾"逢年过节

都来看我# &任老太说"虽然儿女

不在身边"但是自己并不觉得寂

寞"社区里的同志一有时间就会

来陪自己聊天"拉家常#

和所有母亲一样"老人很想

自己的孩子" 但她却很体谅儿

女"!他们也要工作"还有孩子得

照应"有自己的困难"只要他们

过得都好"我就放心了%%&

谈到母亲节的心愿" 任老太

想了好一会儿说'!最大的心愿还

是儿女幸福"有时间回来看看# &

记者感言!

母亲节需要的不是奢华%甜

言蜜语%鲜花和掌声!它需要的

是把母亲装在心里#正如任老太

所说! 不需要孩子能带任何礼

物! 只要能常回家看看就足矣#

作为空巢母亲! 老人是孤独的%

是寂寞的!当谈到子女时!老人

眼中流露出的却是理解和期盼#

&谁言寸草心 ! 报得三春

晖'! 老人真正需要儿女付出的

其实并不多!多腾出一份心思了

解父母%多挤出一点时间陪伴父

母% 多拿出一些真心关爱父母!

有时!仅仅是一句问候%一个电

话%一次探望!对于母亲都是最

甜美的甘露#

希望父母孩子身体健康
记者 赵金

采访对象!张女士!

-.

岁

心愿! 宝宝健康成长 父母身

体健康

!宝宝出生才
'

个月" 我已经

深深地体会到'不生儿育女不知道

报娘恩#宝宝的出生不仅让我感到

了身为母亲的责任"更让我知道了

父母养育的辛苦# &在母亲节到来

之际"张女士的心愿是希望宝宝健

康成长$父母身体健康#

张女士说 " 宝宝刚出生的时

候"真是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

里怕化了"看在眼里怕丢了# 宝宝

出生第二天" 因为喉咙卡有羊水"

小脸都憋紫了"喊来医生又是吸痰

又是拍脚心"结果到了夜晚"自己

根本不敢睡觉" 手机定上闹钟"准

备
-

个小时起来看一次孩子# 可是

往往闹钟还没响" 自己就惊醒了"

看着熟睡的孩子"心里依旧放心不

下# 月子里小孩皮肤娇嫩"脸上起

湿疹"看着宝宝脸上的疙瘩"自己

心里就老往不好的方面想"晚上把

自己的担心告诉婆婆"谁知正准备

做饭的婆婆扔下锅立刻就与当医

生的朋友联系"请她过来看看#

!想来" 我对孩子的心情与父

母对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们是孩

子时"父母也是如此对我们百般呵

护"正是他们无私的爱滋润了我们

的成长# &新晋为母亲"张女士很开

心"同时也感到很愧疚"因为自己

小时候调皮捣蛋"老是惹自己的母

亲生气# 今年的母亲节"她已经为

母亲订好了鲜花"当天会回家陪母

亲聊聊家常"去照相馆里拍一组家

庭照"留下自己成为母亲后与妈妈

在母亲节里的美好回忆#

记者感言!

小时候!我们常常反感母亲的

唠叨!而在组建起小家庭有了自己

的孩子之后!才体会到母亲十月怀

胎的不易和对儿女无微不至的爱!

而且这种爱从不要求回报#

其实! 我们关爱今天的父母!

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歌德说过)

&我们体贴老人要像对待孩子一

样# '愿我们每一个做子女的都能

做到! 让老人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让家庭更温暖%社会更和谐#

遭遇超限拒载出行难
就 到 这 儿 来 说 说

"民生面对面#本期聚焦!交通运输行业

为进一步推进全市交通运

输事业科学发展" 发挥交通运

输的基础性$ 先导性和服务性

作用" 即日起 " 由市 !转变作

风暨环境创优 & 活动办公室 $

周口日报社联办的 )民生面对

面* 第三期开始关注我市的交

通运输行业#

如果您在生活中曾经遭遇

出行难或者发现身边的县乡公

路$ 省道$ 国道建设存在质量

问题$ 损毁严重$ 维修不及时$

监管不到位以及水运行道存在

安全隐患+ 客运车辆拒载 $ 倒

客$ 不按时间班次发车 + 货车

超限 " 出租车拒载 $ 不打表 $

不给发票以及其他扰乱运输秩

序的行为 " 就到这儿来说说 "

我 们 的 电 话 是
.-.-'+$

$

.-,-'+$

# 在接到您的电话后 "

我们将把您反映的情况详细记

录下来" 并把这些问题反馈给

市交通运输部门" 邀请他们与

您 !民生面对面&#

如果您对我市的交通运输

事业有更好的建议" 也请把您

的好点子发送至
/012-'+$3)-"4

567

# 诚挚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

加(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 通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市交通

运输事业一定会在 !寻找问题&

和 !揭摆改正& 中不断获得新

的发展" 取得新的进步 " 走向

新的辉煌( 记者 李瑞才

大喇叭!失灵&扰民
西华县南女士 $手机

!"#$$$$$$$$%

! 我是居住在西华县城

计划生育服务站附近名郡小区的一位居民! 在小区附近的道路上!

有一个西华县广播电视局安装的大喇叭! 每天都定时播放一些广播

电台的节目! 但最近一段时间内!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大喇叭

有点不 &安分' 了#

$

月
&

日夜里
),

点多! 大喇叭在不该响的时候

响了 *这事已经不是一次了! 前几天! 这个大喇叭有几次都是在半

夜
)-

点多莫名其妙地响起来+! 播出的内容也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噪

音! 在深夜里显得特别刺耳! 让人无法入睡! 附近居民深受其扰#

为了及时让噪音停止! 不影响居民生活! 我于当天晚上通过
))+

查

号台查到了县广电局的服务电话 *

-$'..-"

+! 但打过去后! 一直没

人接听# 想请帮忙问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喇叭在不该 &上

岗' 的时间上岗! 这个 &失灵' 的大喇叭何时才能不再扰民$

西华县广电局工作人员刘先生$接线%!经过核查"南女士反映的

情况确实存在"造成喇叭失灵的主要原因是线杆上的开关老化"而机

房里又控制不了这个喇叭"所以才会造成大喇叭在半夜里扰民"对此

他表示歉意#他最后表示"由于近两日一直有雨"线杆打滑"维修人员

没法上去维修"等雨停后"他会督促维修人员尽快上去维修"把这个

!失灵&的大喇叭处理好"让这个噪音源不再扰民#

记者 李瑞才 整理

$

月
%

日!商水县舒庄乡医务人员正在为留守母亲进行健康检查#

$

月
)-

日是母亲节!为让农村母

亲过一个健康的节日!该乡组织医务人员深入街道%社区%村庄为农村母亲免费进行健康检查#

,乔连军 摄-

关爱农村留守母亲

近期全国鸡蛋价格出现上涨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 谭谟晓-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

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 "与

前一日相比"

4

月
5

日"蔬菜$食用

油价格以降为主+ 猪肉价格稳中

有降+牛羊肉价格稳中有涨+禽蛋

价格上涨+水果$水产品价格微幅

波动+ 成品粮$ 奶类价格基本稳

定#

监测的
26

种蔬菜中 "

2

种价

格上涨"

67

种价格下降"

2

种价格

持平+猪后臀尖肉价格下降
3.68

"

猪五花肉价格持平+普通鲜鸡蛋$

白条鸡价格均上涨
3.28

#

监测数据显示 "

2

月下旬以

来" 全国鸡蛋价格整体呈降势"

9

月下旬开始降势明显放缓" 近期

出现上涨# 与今年
4

月
9

日相比"

4

月
5

日 " 全国鸡蛋价格上涨

3.:8

# 分地区来看"逾五成省区市

的鸡蛋价格上涨 "吉林 $黑龙江 $

新疆价格涨幅居前"分别为
7.68

$

4.58

$

6.;8

#

让!道德之花"芬芳四溢
李瑞才

&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

说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不断

提升市民的道德素养! 构建崇德

向善的社会道德氛围,,'据-周

口日报.

$

月
.

日报道! 由市文明

办牵头开展的&道德讲堂'活动于

近日在我拉开帷幕# 在今后一个

时期内! 我市凡荣获省级文明单

位以上荣誉称号的企事业单位 !

都将陆续开展&道德讲堂'建设活

动!进一步传播身边的感动事%感

动人 !让 &道德之花 '在全市芬芳

遍地#

道德!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以德服人!是一种至高境界# 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人在利益的

诱惑下!放弃了道德修养!背离了

道德准则!没有了道德自觉# &道

德讲堂' 作为一个倡导文明进步

的平台! 通过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新鲜事儿% 崭新风尚和感人故事

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这

么做# 这些事例讲起来原汁原味!

听起来耳熟能详!充满亲和力!可

信%可敬%可学%可为# 笔者觉得!

这种贴近百姓的新形式! 创新了

公民道德教育的方式! 必将成为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的有效平台#

道德建设!如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 &道德讲堂'孕育文明新风!

汇聚道德力量!打造文明高地# 笔

者认为!&道德讲堂'营造出来的是

浓厚的道德建设氛围# 因为活动

中所宣传的多是群众身边看得见%

摸得着% 学得到的 &平民英雄'和

&凡人善举'! 这些 &平民英雄'和

&凡人善举'!人人熟悉!人人了解!

所以讲起来原汁原味%听起来耳熟

能详 !具有可信 %可敬 %可为的魅

力#

真实的人讲真实的好事!身边

的人学身边的好事,, &道德讲

堂'建设活动的开展!无疑能让群

众学有目标赶有方向!其示范效应

明显胜于空洞的说教# 这种引导

人们&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大

德'的做法!如果坚持开展下去!一

定能让&小讲堂'讲出文明新风!还

能让这些&正能量'开出文明之花(

如果长期坚持下去! 相信我市越

来越多的人将会自觉地成为道德

的传播者% 践行者! &道德之花'

就一定会在我市芬芳四溢#

!廉价高效"药品为何渐渐消失#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张琴

近来" 重庆市多家医院反映急缺西地

兰$ 鱼精蛋白和间羟胺等药品" 有的医院

为了抢救病人甚至只能 !打白条& 向别的

医院借这些药品#

记者调查发现 " 这是一些价格低廉 $

效果很好的常用药品" 此类药品缺货的现

象在不少医院存在" 甚至影响到医院的日

常救护工作#

医院需要救急& 廉价药不见了
西地兰$ 鱼精蛋白和间羟胺是心血管

疾病及抢救常用药" 有着十多年甚至更长

时间的临床使用经验" 被证实疗效好" 而

且价格低廉" 目前没有替代药品#

重庆市沙坪坝区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

主治医师熊毅说" 该院一个月西地兰注射

液估计需
43

支左右 " 但药剂科的存货只

有不到
63

支# 近年供货商减少了供货" 除

非碰到危重的病人" 一般病人每人只能使

用一支#

该市江北区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李苌

清介绍" 目前" 该院有西地兰
251

支" 日

均用量在
63

支左右# 间羟胺
;33

多支" 日

均用量在
633

支左右" 一次较大的车祸抢

救手术就需
233

支 # 鱼精蛋白仅存
;"4

支#

更为严重的是" 一些区县医院和规模

较小的医院" 已经出现了此类药严重缺货

的情况# 江津区人民医院就曾向重庆市肿

瘤医院发出请求" 希望支援这一类药品 #

!我们也缺" 也想找大医院借# 现在借不

了了" 大医院也缺#& 该市肿瘤医院药剂

科表示#

记者走访多家医院了解到"除西地兰$

鱼精蛋白和间羟胺外"另外一些疗效好$价

格低的药品也非常紧缺" 有的甚至已经消

亡或正在消亡" 如西南药业的注射用索索

茶碱和福安药业的注射用头孢硫脒等#

与此同时" 用于治疗心律失常和心力

衰竭的心得安片$ 治疗深部皮肤感染必用

的 !特效药& 鱼石脂软膏$ 调理妇科雌性

激素的苯甲酸雌二醇注射液等低价常用药

物"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货问题# 这些药

品在采购过程中 " 常被厂家告知原料缺

乏$ 厂家暂时不生产等#

商业利润微薄& 企业拒绝生产
西地兰每支

;.:

元$间羟胺每支
;.7

元"

这些临床使用效果好$ 价格低的好药为何

渐渐消失.

多位接受采访的医院人员表示" 由于

价格低廉" 药品生产企业利润微薄" 甚至

没有利润" 生产厂家越来越少" 即使生产

也是定期生产" 产量也很小" 必须靠找关

系才能搞到少量的药品#

重庆市药交所负责人介绍 " 西地兰 $

鱼精蛋白和间羟胺等药品在全国范围内都

紧缺" 生产厂家很少" 该所曾针对廉价高

效的老药品征集过企业" 主动邀请企业进

入重庆市药交所平台" 但企业拒绝了#

专家分析" 渐渐消失的这些药品" 大

多是基本药品" 也是常用药品" 在目前的

药品定价和采购体系框架下" 这些药品可

以说 !被牺牲& !被消失&#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公司营销部经理沈

四维介绍" 上海和无锡原有三家药企生产

西地兰" 目前只剩他们一家" 原因就是没

有利润 #

2337

年 " 西地兰一盒五支价格

66.1

元 "

2335

年提高到
61

元 # 这种药品

是从植物中提取" 因而种植面积和产量决

定了原材料价格# 由于药品定价低" 原材

料收购价受限"农民种植面积越来越少"导

致原材料供应紧张#

沈四维说"其他厂家不生产了"市场紧

缺是必然结果 "!我们也不能一直亏着生

产"那么多员工要养活&#

廉价高效药品&政府如何保护'

一方面" 在基本药品限价和药品采购

低价中标的现行制度下" 这些药品价格没

有得到合理提升" 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压 "

导致他们少生产甚至不生产这些药品# 另

一方面" 部分消失的药品有了高价的替代

品" 企业生产和销售此类新药可以获得更

多的利润#

如何走出困局. 专家建议" 国家和地

方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生产企业的优惠政策

和保护措施" 既要保障企业的合理利润空

间" 又要保障廉价高效药品不会消失" 还

能继续用于治病救人#

沈四维建议" 要适当提高这些药品的

价格" 保障一些药品原材料的供应" 比如

西地兰注射液" 要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农

民种植积极性 # !这都是抢救生命的药

物" 不能从市场上消失#& 他说#

重庆药交所负责人建议 " 对疗效好 $

价格低的基本药物" 国家应该考虑定厂 $

定价$ 定量生产" 同时对药企和医院进行

补偿" 否则这样的药就会消失" 患者不得

不花费更多钱买更贵的药# 另外" 进一步

完善药品定价机制" 不能一味追求低价中

标# 如某省一药品中标价格才几角钱" 连

成本都不够" 只能减少成分或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