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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徐松 文
!

图

本报讯
!#

月
!!

日!本报以"母

亲去世 父亲脑梗 谁来帮三个娃娃撑

起这个家#为题!报道了郸城县秋渠

乡朱改明因患脑梗塞卧床不起!朱改

明的妻子早年去世!

2

个孩子用稚嫩

的肩膀担当起照顾父亲的任务$ 报道

刊发后!打电话问询的%到医院慰问

看望的%捐款捐物的%送吃送喝的%主

动前来陪护的&&社会各界的关爱

纷沓至来$ 目前!朱改明已收到捐款

+###

多元!衣服
!##

多件!看望他的

人数累计
,##

多人次$

!!

日上午!郸城县青年志愿者联

合会看到报道率先做出反应!他们每

天派两名会员到病床前陪护朱改明'

早晨
$

时准时到医院!给朱改明一家

送去早饭(中午!他们想吃什么!志

愿者就在外面给他们买好送去!帮

助孩子们给朱改明喂饭( 晚上!馒

头%菜%米汤或者稀饭又送到床前$

这样一来!

2

个孩子照顾病患的担

子就轻松多了$

爱心人士张霞懂得艾灸!她计

划给朱改明用艾灸治疗(爱心人士

于静在家里煲好鸡汤再用保温饭

盒给朱改明送去&&更多爱心人

士到医院探望朱改明!你
2#

元%我

3#

元% 他
!##

元不等的爱心捐助

时时感动着朱改明全家$ 深秋风

凉!爱心人士为朱改明一家送来衣

服!你一件%他两件%我一包!捐赠

的衣服在病房一角堆得高高的$欣

欣穿上一件爱心人士送来的蓝色

风衣)如图*!高兴地说'+俺从来没

穿过这么漂亮的衣裳, -

朱改明的病友和病友家属都

感慨地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

在爱心人士的悉心照顾和关心

下!朱改明的精神状况大有好转!病情

有所缓解$ 为了不给欣欣造成心理压

力!爱心人士倡议!凡来看望的人士不

再提及+收养-%+送人-$ 记者看到!欣

欣又有了春天般的笑脸$ 主治医师杨

俊说'+老朱的病情比预料的要好多

了!现在腿有了知觉!有望能提前达到

预期最好的治疗效果$ -

另据介绍! 郸城县青年志愿者联

合会将于
!#

月
!4

日到
!5

日在郸城

世纪广场举办+奉献爱心!救危帮困-

朱改明危难家庭专场爱心捐款% 书法

义写活动$届时!郸城县青年书法家协

会% 郸城县老年书画研究会数十名书

法家将当场义写!为捐助活动助力$

线索提供 孙守功

!母亲去世 父亲脑梗 谁来帮三个娃娃撑起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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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老人还能穿针引线

!

晚报记者 张燕 文
!

图

俗话说+山中只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

人-$周口市区一家老年公寓住着一位
!#2

岁

的老人...胡维文$ 如今!跨过一个多世纪

人生历程的她!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只是耳

朵有些听不清声音$ 但是更重要的是!胡维

文老人还能穿针引线做被褥$

近日!记者走近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听

她述说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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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胡维文老人的房间
6

一张单人床上铺着平整的床单!

床头叠放着整齐的被子$在这间屋里!面色红润%满头银发的胡

维文老人正坐在床上歇息$ 这是第二次见面!但是老人清晰地

记住了记者$ +闺女!又过来了啦!快坐这儿歇歇$ 我刚洗澡回

来$ -胡维文老人满面笑容地走上前!拉紧记者的手热情地招

呼$

随后!老年公寓的负责人走进来!大家一起聊起来$ +胡维

文老人已经住公寓十多年了! 她的家人多次想把老人接回家!

但是老人都拒绝了!并说/我年岁大了!住家里会让孩子为我操

心!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0$ 相处这些年!我看到老人身子骨一

直都很好!很少见她感冒发烧$ 就是最近几年!她的耳朵有些

背!说话时需要在耳边大声喊$ -公寓负责人说!她觉得老人之

所以有这么好的身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人的生活有规律$

公寓负责人说'+老人每天五六点钟起床!梳头发!叠好被

子&&一切收拾好后到院子里走几圈$ 此外!她还会在坡度不

高的台阶上来回走!有时还会从一个台阶蹦到另一个台阶$ 早

饭过后!她会到公寓外面转转!走上一两里路大气都不带喘的$

下午!她会在院子里看看电视!或是和其他老人打麻将等等$晚

上!她
4

点多上床就寝$ -

+老人吃饭时也不挑食!做什么吃什么!每顿一碗饭!但是

必须有馒头!就连过春节吃饺子也要吃馒头$老人说!吃馒头长

力气!心里踏实$另外!老人还很干净!夏天每天都会洗澡!天气

稍凉一点的时候就不定期洗澡$ 轻薄一些的衣物!老人都是要

求自己清洗$ -公寓负责人说!+好多人知道我们这有百岁老人

后都慕名前来看望!并和老人合影$ 如今老人不仅是我们院里

的/名人0!也是一个/宝0$ 她身体好好的!我们也跟着开心$ -

!+,-./01234

说起胡维文老人! 老年公寓里的其他老人都竖起大拇指!

交口称赞$

+上回我遛弯回来!发现桌子上多了糕点等一些好吃的$我

问院里的其他人时!大家都说收到了吃的!但不知是谁放的$最

后听说胡老太的家人来看过她!拿了一些东西!我们都猜是她

分给大家的$ -一位老人说$

+肯定是胡老太,家人看她时拿来的东西!胡老太经常分给

大伙$ 有时候!她家人送来蒸鸡蛋脑%炖的鸡肉!胡老太自己舍

不得吃!等家人走后!端给院子里身子弱的老人吃$ -另一位老

人接着说!像之前和胡维文老人同屋住的高老太
4#

多岁!身体

不是很好!多数时间需要在床上休息$ 高老太的家离周口市区

远!家人不能经常来看她$胡维文老人就对她很是照顾$每当高

老太想吃些什么! 胡维文老人就到街上自己掏腰包给她买回

来$

+胡维文老人没有和谁红过脸%吵过架$ 同时!她的善良及

处处为他人着想%不图回报的处事方式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公

寓负责人说$

+虽然我文化不高!但是我知道别人帮助了我!我要回报别

人$ 人要懂得感恩$ -胡维文老人说$

!56789:

采访临近结束! 和胡维文老人同屋的老人遛弯回来了!她

笑着说'+别看胡老太年纪大了!现在还能穿针引线$前几天!胡

老太把自己的小被褥拆了清洗!这不昨天她自己又把被褥给缝

上了$ -

+早些年!我做鞋%绣花不在话下$但是现在不比以前!眼睛

和手都没以前好使了!但是还能穿针引线$ -老人手拿针线!试

着在记者面前展示自己的+绝活-$

多次尝试后!线穿过针孔!老人拿着针线舒心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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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胡维文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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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贴条"贴出婚车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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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王晨 文
%

图

本报讯
!#

月! 是新人扎堆

结婚的季节$怎样让婚礼充满新

意% 让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幸

福!很多新人没少为此费心$ 昨

日! 周口一对准新人想出了新

招!他们利用+爱情贴条-!在周

口市区成功邀请到
,

辆车!组成

婚车车队$

CDEF>GH;F !" IJKLAM

单先生说!

!#

月
!5

日!是他和陈女士举行

婚礼的日子$ 为了让婚礼更完美!他们希望当

天有
,

辆同款同色的车组成婚车车队$

5

月
!$

日上午!他们在五一路与莲花大道交叉口附近

看到一辆他们需要的车! 但车主不在现场$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他们商议后写了一张内容

为+你好!我也是这款车的车主!不知在
!#

月

!5

日上午! 您是否有时间参加我们的婚礼!如

果可以请联系我们-的+爱情贴条-$ 在+爱情贴

条-上!他们留下了准新娘陈女士的联系方式$

让他们惊喜的是!

+#

分钟后! 陈女士的手

机接到一条短信'+你好! 平日我就在周口!也

没有什么事!如果你们需要请随时联系我$ -这

条短信!让两个人很开心$ 陈女士按捺住激动

的心情回复了短信$ 陈女士说!她当初真的没

抱太大希望!没想到车主真的回复了$ 自此!他

们没事时就在市区转悠!希望通过+爱情贴条-

的方法找到同款车型组成婚车的车队$

KLCDEF>NOPQRSBTUVW

单先生说'+我们一共找到
,

辆车$ 这些车

的车主看到我们的/爱情贴条0!都及时和我们

联系$ 咱周口人真是热心肠!对我们没有丝毫

怀疑!都是爽快地答应帮忙$ 我们的婚礼也因

为他们的参加而更有意义$ -单先生专门介绍!

一位车主情愿调班!也要参加他们的婚礼$

+这
,

个家庭因我们的/爱情贴条0互相结

识$更巧的是!他们都居住在莲花大道以南$认

识了这么多朋友!收获了友谊!这是我们收到

的一份特别的结婚礼物$ -陈女士幸福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