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残联挺身而出
一名残疾考生惊动两省教育部门

孝、顺、慈、良、恭、俭———

一个残疾媳妇
的动人风范

本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何云雄

残疾女摊上瘫痪公公
8月15日，王花翠早早起来，帮公公洗脸擦澡；扒完几口

早饭，赶紧下地里干活。
这样的日子，她过了12年。

“没有她的照顾，她公公早就不在人世了……”
邻居唐玉凤赞扬卢土冬的儿媳王花翠，是大实话。
82岁的卢土冬，2002年突患脑血栓，从此瘫痪在床。
婆婆过世早，丈夫在广东打工，照顾公公全靠媳妇。
为公公擦身、喂饭、换洗衣服……大半夜，还要起床，看

公公有没有大小便，王花翠伺候了整整12年。
44岁的王花翠，患先天性小儿麻痹症，走路一瘸一瘸，

家里还种了5亩田地……这样从早忙到晚。她悉心照顾公公，
在江永县黄甲岭乡谷母溪村，是出了名的。

12年，王花翠不禁落泪
许多村民都建了新房。
王花翠还是住在村中的旧房子里。一家4口，住30平方

米的半栋堂屋。
条件差，但王花翠把家打理得干干净净。
每天，王花翠要按时帮公公喂水喂饭、接屎倒尿。
有时公公的屎尿拉在床上，王花翠赶紧用热水给公公擦

洗身子，换上干净衣服、床单、被子，生怕公公病上加病。
“开始好不习惯。可丈夫每年只在双抢、过春节回来，真

的是没法子啊。”王花翠说起这些，不禁落泪。
“最怕公公跌下床。”
扶公公上床，王花翠相当费劲，跟摔跤似的。许多次，扶

上去一半、公公又从床上溜下来。
冬天，扶不上床，看到公公全身发抖，自己已是满头大

汗，那时最难受、最心急、最无助。

弱女克己齐家，教子培善根
香蕉、荔枝、薄荷糖，公公最爱吃。
王花翠每次赶集，都记着买点回家，自己舍不得尝一点，

还叮嘱儿子：“这是给爷爷吃的。”
每天把饭做好，先把公公喂饱，母子俩再吃。
有时，王花翠无端受到公公责骂。今年春插时，公公甚至

绝食。
王花翠细声细语，安慰公公，跟哄小孩一样，公公才张开

了嘴。
公公心里想的是，这日子，不知啥时是个头啊，不忍心把

儿媳拖累下去。
公公责骂她，是想用“激将法”，让儿媳放弃照顾。
王花翠说：“公公也许永远起不来了， 但每天能看到公

公，心里就高兴。一家人有老有小，才算完美。”

无妻家无主
贤媳无价宝

聂廷芳

好媳妇总是千人赞、万人夸。
长孙皇后贤良恭俭，悉心侍奉公婆，名垂青史。秦香莲遭

夫君抛弃，忍饥挨饿，供养公公婆婆，世人流下同情的泪水。
王花翠的事迹、品德，不逊于长孙皇后、秦香莲，跟唐朝

刘禹锡推崇的“德馨”有得一比。
刘公禹锡，因住的房子小，思想发生波动，撰《陋室铭》，

云“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借孔圣人名言，自夸道德君子。
今有江永县农妇王花翠，30平方米的半栋堂屋， 老而破

旧，住了一家三代4口人，条件比刘禹锡差多了。
正常人照顾瘫痪病人，尚且艰难；王花翠一腿残弱女，偏

偏要照顾瘫痪的公公，床前身后12年，耕田劳作，教子持家，
里里外外一把手，比刘禹锡艰难得多。

俗话说，无妻家无主，无夫身无主。老公常年在外打工，
王花翠勇敢地当家做主，千辛万苦不离不舍、无怨无悔，个人
有德，家庭有福，德行光昭，教化一方！

长孙皇后、秦香莲固然是贤良媳妇，刘禹锡固然是道德
君子，王花翠比之，有过之、无不及也！

本报记者 奉永成

“我是今年高考学生， 录取档案到了
湖南都市学院。 现在妈妈想让我退档， 重
新填报17号的征集志愿， 但都市学院不答
应。” 8月14日下午， 一位姓何的读者打通
本报热线96258向记者求助。

这名姓何的学生告诉记者， 今年高考
她考了307分， 第一志愿就填报了湖南都
市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批开录后， 她的分
数超过了学校的投档录取线， 现在她的录
取状态为院校在阅。 而她要求退档的原因
是， 志愿填报之后， 妈妈觉得学幼教会更
适合她， 而该校并没有幼教专业， 因此她
想申请学校退档， 再重新填报征集志愿。

8月15日上午， 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县黄
兴镇的湖南都市职业技术学院， 有两名学

生正在向学校申请退档。 一位家长告诉记
者， 昨天上午大约有七八名考生或家长来
到了学校要求退档， 但一直到今天上午学
校领导都没有满足她们的退档要求。

“在录取过程中， 没有特殊原因， 学
校不能随意退档， 确实有特殊原因需要退
档的， 我们将本着对考生负责的态度， 由
考生本人或父母现场申请， 经学院研究决
定后， 再办理退档手续。” 湖南都市职业技
术学院主管招生工作的曹副院长告诉记者，
省教育考试院明确规定， 学校不能随意退
档， 这是为了保证学校录取工作的顺利开
展， 也是为了保障考生的权利。 这两天，
确实有8名左右的考生或考生亲戚来到学校
要求退档， 但多数不符合申请退档的规定。
这位姓曹的副院长明确表态： 只要符合考
试院规定的退档条件， 学校将专门研究，
并给予办理。

曹副院长的说法， 得到省教育考试院
相关负责人的认同， 同时省教育考试院还
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 一定要谨慎、 认真
对待高考志愿的填报， 以免错失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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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反映：
想退档都市学院不答应

学校回复：
只要符合规定可以退档

国家AAAA旅游景区 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
关山村葡萄熟了 电话：0731-87940011

身边的感动

本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文立平

“等待和期盼的好消息终于来
了！”

8月14日， 一张高校录取通知
书， 寄到了冷水江市高考学子谭景
焘的家中。这犹如一缕阳光，彻底驱
除了家中多日的阴霾。

谭景焘今年18岁， 是冷水江市
一中的应届毕业生。今年高考，他考
出了496分（理科），超过湖南二本控
制线54分。

他将四川某大学作为第一志
愿，本以为会顺利录取，一家人日思
夜盼，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未到。

7月23日，谭景焘查出，他的档
案被该院校退档，原因不详。

8月4日， 谭景焘的父亲来到省
教育考试院，发现该院校以“身体残
疾”、“联系不上”为由退档。

原来，景焘在6岁时，不幸遭遇

车祸，导致骨盆骨折、左脚残疾，但
经过医治，独立行走不成问题，生活
完全自理。

得知这样的理由， 父亲心一下
子就凉了。

一家人的希望不能这样就被摧
毁，父亲决定到省残联寻求帮助。

多年来， 经过省残联积极呼吁
和争取， 湖南的残疾学生拥有了公
平的求学之路。 省外院校因我省考
生残疾退档的， 省残联教育就业部
还是第一次遇到。

以“身体残疾”为由退档，违背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联系不上” 也缺
乏合法依据。容不得多耽搁，省残联
教育就业部负责人立即到省教育考
试院普通高校招生处， 找到该处处
长成俊杰。

情况明了， 省教育考试院在专
门会议上商讨，一致认为，想尽一切
办法， 为这名残疾考生争取入读的

机会。 省残联同时还向四川教育部
门去函明确：“以身体残疾和联系不
上为理由欠妥。”

随后， 成俊杰多次电话联系四
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及
四川该大学招生负责人， 对此事进
行协商。 最后四川该高校追加招生
计划指标，同意录取谭景焘。

8月14日， 录取通知书来了。在
多方共同努力下， 针对残疾考生的
歧视消除了， 四川高校的大门向谭
景焘敞开了。据悉，这是该院校首次
追加录取计划。

谭景焘和其家人如今
沉浸在喜悦之中。 省残联
理事长肖红林说：“为了一
个孩子能上学， 惊动了两
地教育部门， 让我们能感
受到一种温暖的力量。我
们期待着社会温暖倾洒到
更多的残疾人。”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军属
通讯员 曾晓风 赵延文 本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8月14日清晨，邵东县魏家桥镇三联村村主任李宝生，又被一阵猛
烈的捶门声惊醒。

他知道，本村村民刘承元又想儿子刘宏双了。李宝生赶紧开门，一
看果然是刘承元。

刘承元一脸不好意思地站在门口， 讷讷地问：“我儿子给你电话了
么？”

这样的情形从去年10月开始不断出现，李宝生每次都端茶倒水陪
刘承元聊天， 或者用手机拨通刘承元儿子的电话， 让他们父子聊上一
阵，直到刘承元放心离开。

刘承元先天性近视，1982年双目失明，从此靠乞讨为生，1989年开
始吃低保，后来妻子离家出走，贫病交加的刘承元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这个村里出了名的“穷人”，2013年却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大
事，将自己的独子刘宏双送进了军营。

当时镇村干部考虑到刘承元本人需要照顾， 纷纷劝他把儿子留在
身边， 但铁了心的刘承元说：“自己不能为国家做点事， 现在儿子长大
了，一定要报效祖国。”9月26日，刘承元18岁的儿子刘宏双光荣入伍。

刘承元从此孤身一人，这位特殊军属的生活起居，成了镇村两级干
部和乡邻特别关注的一件事。

去年县里的春风行动，镇里分得4个慰问指标，刘承元被列进其中；
县武装部长在走访军属时得知刘承元的情况，当场为他捐款2000

元；
今年5月，一场特大暴雨袭击邵东，三联村不少村民受灾，在发放救

灾物资时，民政部门首先想到刘承元，给他发放了救灾食品和衣物……
由于刘承元生活能力差，邻居们对他给予了方方面面的帮助。
50多岁的刘易来，每天帮他从1公里开外的水井挑水；
80多岁的刘淑珍，经常把一些自家种的菜，送到刘承元的屋门口；
隔壁邻居本村七组组长杨少林，今年清明拆了老屋准备建新房，他

将废旧木材都送给了刘承元做柴火，自家房子还没砌，先帮刘承元建起
了新厕所。

每次说完大家对他的好，刘承元都要讨人家的手机打电话给儿子，
反复嘱咐几句：“儿子，你在部队里一定要好好干，对得起政府，对得起
乡亲！”

96258 记者在你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