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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她几乎从未出过远门，无怨无悔

姐姐照顾残疾弟弟半个世纪
50年前，家住我市港闸区唐闸街道、13
岁的张明祥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 从此下
肢瘫痪、卧床不起；50年间，张明祥得到了
姐姐张金梅不离不弃、无微不至的呵护；50
年后，儿辈、孙辈又从张金梅手中接过“接
力棒”，将整整50年卧于床榻的张明祥照料
得清清爽爽、平平安安。

失忆媳妇32年没有户口
民警奔走相助解决难题

突遭不幸——
—
十三岁的弟弟瘫痪不起
50年前张明祥才13岁，刚上小学五年级。
“我还记得，那一阵子我突然感到腿时
不时疼痛，后来发展到剧痛难忍。 到医院一
查，说是
‘
类风湿性关节炎’。 原来这是个被
医学界称之为
‘
不死癌症’的恶症。 ”50年后，
已经63岁的张明祥回忆往事，仍记忆犹新。
因家境贫困、无钱医治，半年后，张明
祥下肢开始瘫痪，从此卧床不起，到今天，
张明祥身高已不足一米，脊椎严重畸形。姐
姐张金梅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从此，张金
梅白天在街道上的饮服公司上班， 下班后
就匆匆赶回家为弟弟按摩下肢， 一心盼望
弟弟的身体能出现奇迹。然而，无情的病魔
却不断侵蚀着弟弟的身体……
后来，外婆和父亲相继去世，哥哥姐姐
先后搬到市区居住， 只剩张金梅一家住在
唐闸。于是，张金梅主动挑起照顾弟弟张明
祥日常生活的重担。

克服自卑——
—
姐姐帮残疾弟重拾信心
随着时间推移， 张金梅由姑娘变成媳
妇，不变的是她对弟弟的那份亲情。
张金梅的丈夫吴光高同样是一个充满
爱心的人， 他和张金梅一起揽起照顾张明
祥的活儿。为方便照顾张明祥，张金梅和吴
光高一家五口索性搬到新华三村弟弟的家
中。 每天，张金梅起床后就开始忙碌，到晚
上10点才歇下来。50年来，她几乎从未出过
远门，并多次放弃单位、社区组织的外出旅
游机会。
由于张明祥病情恶化、身体逐渐萎缩，
无法行动， 张金梅请人特制小木凳和小竹
椅，让他手撑着辅助工具在地上挪动。姐夫
吴光高为丰富他的业余生活， 为他添置收
音机、录音机，还订了一些报纸，帮他排除
心灵的孤寂。
张明祥在小学里一直是优秀生， 但病
魔毁了他的上学梦。随着年龄增加、伤痛日
深。 张金梅发现弟弟产生自卑心理并有厌
世苗头。 为此，张金梅夫妇专门买来《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给他看。书中保尔等
英雄人物的故事令张明祥深受感动， 使他
重拾生活的信心。

爱心相传——
—
儿孙辈拿起了
“接力棒”
张金梅从小生活在多子女家庭， 生活
艰苦。 她看上去柔弱，内心却很坚强。 张金
梅的善举善行影响了儿子吴迅和儿媳陈淑
萍，他们以妈妈为榜样，加入到照顾张明祥
的行列。吴迅学会理发后，第一个服务的对

晚报讯 昨天清晨， 海安市西城街道拥
徐村三十三组居民丁彭桂将一面印有“感谢
人民好警察， 助人为乐新风尚” 的锦旗送到
海安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 感谢民警为他的
妻子徐修芳解决了32年无户口的问题， 结束
了徐修芳的“黑户” 生涯。
日前， 城西派出所社区民警韩晨在一次
辖区走访调查中了解到徐修芳无户口， 立
即向所领导汇报， 并走访调查徐修芳所在
地的村委会干部和村民。 经调查， 徐修
芳早年离家出走来到海安， 途中精神受
损失去记忆， 丁彭桂收留了她， 日夜照

祥。

张金梅在家中悉心照料残疾弟弟张明
记者周朝晖

象就是张明祥，挣到的第一笔收入，为舅舅张
明祥买空调。
后来，吴迅应聘到居委会工作，并加入了
江海志愿者， 经常到唐闸老年服务中心为老
人们义务理发。没多久，吴迅喜获南通市第三
届“
十佳江海志愿者”的称号。
张金梅的儿媳陈淑萍时常从市区买来新
衣服和各种好吃的给舅舅。 张金梅添了孙子
吴寒后， 有意识地让孙子和舅爷爷多一些亲
近的时间，以增进感情。张金梅的孙子还每天
唱儿歌、说童谣，逗舅爷爷开心。孙子长大后，
在舅爷爷身体好的时候， 经常推着轮椅陪舅
爷爷到外面看看社区的变化， 欣赏大自然的
风光，使张明祥的精神得到莫大慰藉。

血浓于水——
—
50年风风雨雨亲情不减
“没有我姐和姐姐家一大家子亲人的悉
心照料，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是不幸的，但
又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
6月11日，张明祥
激动地介绍说。
一天深夜，张明祥因突发心衰“昏死”过
去， 张金梅和丈夫轮流背着张明祥送到第二
人民医院抢救。经过20多天精心调理，张明祥
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救回。
看着年过花甲的姐姐和姐夫操劳过度，
张明祥心疼不已。 居委会和街道多次表示要
给张明祥免费到敬老院的名额， 张明祥也乐
意。张金梅却说：
“
弟弟到了敬老院，身边没一
个亲人陪伴，我不忍心。 ”不但张金梅本人不
同意，他们一家老少三代都不同意。
张金梅先后荣获“港闸榜样” 等荣誉称
号，对此，她淡淡地表示：“
血浓于水。 成为家
人和亲人，是生生世世的缘份！ ”
本报记者周朝晖 本报通讯员唐冬梅

钱包遗忘共享电动车车篓
如皋检察官守候等到失主
晚报讯 昨天一早， 如皋市检察院员
额检察官时捷的电话铃声响起。 打来电话
的是一名遗失钱包的失主， 她与丈夫专程
带着锦旗登门，感谢时捷拾金不昧。
6月10日傍晚，如皋市民刘女士在小区
门口将共享电动车“
小蜜蜂”停好后便回家
了，直到吃晚饭时才猛然发现钱包没了。刘
女士心急如焚，包里除了四五千元现金，还
有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等各种证件。 在
丈夫的安慰下，刘女士经过仔细回忆，钱包
应是落在电动车上了。两人心想，这么长时
间过去，钱包估计早已不知去向，但还是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下楼向停放电动车的地方跑
去。远远地，刘女士看见一名男子站在车旁四
处张望，手里好像还握着东西。
原来， 这名男子正是如皋市检察院刑事
检察二部的员额检察官时捷。傍晚时分，时捷
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只钱包遗落在路边的电
动车车篓后， 一边守在电动车旁等待失主出
现，一边拨打了110报警。不一会儿，民警赶到
现场。在三方的共同确认下，刘女士的钱包失
而复得。前前后后，时捷在现场守了大约半个
小时。 面对当事人的连声道谢，时捷笑着说：
“
这是我应该做的！”记者张亮 通讯员徐登月

料。 两人渐生情愫， 育有一子， 但徐修芳
早就忘了自己的故乡。 面对少之又少的信
息， 为了补齐户口申报材料， 民警多次走
访村里调查情况， 核实相关信息， 经过一
周的调查取 证 ， 终 于 将 申 请 材 料补充完整，
随即将相关材料上报海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在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 徐修芳的户口终
于有了着落。
昨天一早， 徐修芳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派出
所， 领到了梦寐以求的户口簿。 一家人送上锦旗，
对民警的帮助深表感谢。
记者张亮 通讯员张增伟

痴情男深夜翻窗寻旧爱
复合不成伤人损物入狱
晚报讯 与前女友分手后心中万分不舍，
深夜翻窗进入前女友房间欲求复合， 怎料旧
爱已有新欢， 痴情男子怒火中烧拳打新鸳鸯，
怒摔两部手机。 昨天， 记者从启东市人民检
察院获悉， 经该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李胜日
前被法院以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
个月。
李胜与韩梅原本是一对情侣， 后在2017
年12月分手， 但分手后的李胜仍不甘心， 多
次纠缠。 今年1月6日凌晨， 李胜与朋友喝酒
后越想越不甘心， 便开车来到韩梅居住的小
区， 使用原先保留的钥匙打开房间大门， 但
是韩梅居住的卧室房门被反锁了， 于是李胜
便从另外一个房间翻窗进入韩梅卧室。 让李

胜吃惊的是， 韩梅已经与小明在一起， 恼怒的
李胜将床上的两部苹果手机揣入口袋， 并挥拳
向小明打去。 韩梅劝阻不成反被李胜扇了两巴
掌， 便夺门而出寻求帮助。 李胜在楼下追上韩
梅后将两部手机狠狠摔碎在地。 经鉴定， 两部
手机价值人民币8483元， 被害人小明的伤情为
轻微伤。
被告人李胜因感情问题殴打他人并且故意
毁损他人财物， 虽因被害人的损伤程度未达到
轻伤而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但被其摔碎的两部
手机的价值已经达到了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标
准， 加之其有犯罪前科，此次犯罪系累犯，法院
综合相关情节，作出上述判决。 （文中人物均为
记者张亮 通讯员袁熊熊 郭攀登
化名）

小伙心存不满掌掴交警
因涉嫌妨害公务被刑拘
晚报讯 电瓶车未悬挂号牌被交警处罚
后，小伙心生不满，竟掌掴交警，结果面临刑
事处罚。 近日，记者获悉，小伙康某因涉嫌妨
害公务罪已被依法刑拘。
6日上午， 康某在市区青年路通京大道
路口东北角骑行未悬挂号牌的电瓶车时， 被
市区交警二大队民警拦下。 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 民警对康某处以20元罚款。 孰料， 康某

心存不满， 打了交警肚子一拳。 在现场群众的
劝说下， 康某向交警道了歉。 没想到准备离开
时， 康某趁交警不备， 扇了交警一耳光， 随即
被警方控制。
据了解， 康某今年22岁， 如东人。 目前，
康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已被崇川公安分局刑事
拘留。
记者张亮 通讯员张锐

皮肤瘙痒怎么办？
先试后用不花冤枉钱！
你是否还在忍受着皮肤病的反复折磨呢？赶快来参加“
皮
肤病·免费用”的活动吧。 牛皮癣、皮炎、湿疹等皮肤病免费 3
天！ 每天仅限前 10 名。
陈一堂稀土元素喷剂，适用于牛皮癣、皮炎等皮肤顽症。
械准注 20162260235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使用

报名电话：0513-66929949
陈一堂中医诊所：小石桥往东 200 米路北，锦江花园酒店对面，新桥菜场路口
（乘车路线 4、5、7、9、10、28、36、64 路公交车到小石桥东下车，往东 10 米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