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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媳妇照顾两位瘫痪病人21年

本报讯（记者 王琼 摄影报道）湟中县鲁沙
尔镇团结社区的朱红秀 21 年如一日，精心照顾
着丈夫 88 岁瘫痪在床的奶奶和瘫痪在床 30 多
年的姑姑，靠着微薄的收入，用一颗孝心诠释
着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婆家有两位亲人常年瘫痪在床
据了解，朱红秀家有两位病人瘫痪在床。
一位是朱红秀丈夫吴忠的奶奶，老人今年 88 岁
了，7 年前，因为中风瘫痪在床。一位是丈夫的
姑姑吴永梅，她从 11 岁起便瘫痪在床，除了头，
身体无法动弹，生活起居要人护理。因为吴忠
没有爸爸妈妈，下岗后一直靠着打零工赚钱，
所以日常照顾奶奶和姑姑的重担就全落到了
朱红秀的身上。她每天坚持给两位亲人泡脚、
按摩、擦拭身体，一日三餐在保证足够营养的
同时，将食物全部打成流质一勺一勺喂给奶奶
和姑姑吃，通常喂一顿饭需要一个多小时，食
物冷了又热，热了又继续喂。在 2016 年，姑姑因
病去世。朱红秀告诉记者：
“ 我也有孩子，我也
会老，我想让我的孩子懂得怎么去尊老敬老。”
女裁缝放弃手艺专心在家照顾病人
据了解，朱红秀以前是做裁缝的，心灵手
巧，做的活又细又好，但是，为了照顾家里的亲

人，她只能放弃了。她每天
早晨 6 点钟就需要起床，洗
衣做饭，照顾一家老小的吃
穿，时间都不够用。奶奶虽
然瘫痪在床，
但是依然爱美，
老人蓄起了长发，
于是，
朱红
秀不仅要照顾老人的吃喝
拉撒，而且每天还贴心地为
老人梳头，在朱红秀的照顾
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
到现在，老人皮肤光鲜，头
发干净，衣着整洁，全身没
有一个褥疮。朱红秀说：
“我
的母亲生病了，也没有时间
去照顾，觉得很愧疚，但是
看到奶奶能开心的活着，我
觉得一切牺牲都值了。”
由于家庭困难，朱红秀在社区领取城镇最
低生活保障金，奶奶有政府给的高龄补贴，但
是病人需要长期吃药打针，家庭经济状况一直
不好。为了使家庭经济有所改善，减轻经济负
担，朱红秀除了家中的里外大小事务和照顾孩
子学习外，还在家制作堆绣补贴家用。2016
年，姑姑去世，孩子也如愿考上了大学，朱红秀
就把更多的时间拿来照顾奶奶，同时，当起了
家属院内的清扫员，
无偿做起了清扫工作。
丈夫和相依为命的奶奶没有血缘关系
朱红秀的丈夫吴忠性格老实忠厚，不仅承
担起家里的经济重担，而且对于妻子的付出也
是打心眼里敬佩不已。吴忠的父亲和已故的
姑姑都不是奶奶的亲生孩子，吴忠的父亲是奶
奶从福利院领养的孩子，姑姑是奶奶妹妹的孩
子。吴忠的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有了他和弟弟
两个孩子，而母亲因为家庭负担繁重，早在吴
忠记事起就带着弟弟离家出走了，在吴忠结婚
的第二年，父亲因家庭压力繁重也选择了离家
出走，至今杳无音信。朱红秀刚嫁到吴忠家的
时候，姑姑已经瘫痪在床十几年了，于是善良
贤惠的朱红秀，就和丈夫一起承担起了伺候老
人、照顾家的重担，这一照顾就照顾了 21 年。

三江源那些野生动物的温情镜头
本报讯（记者 芳旭 摄影报道）白唇鹿数
量增加；藏羚羊种群数量达到 7 万多只；金
钱豹从难觅踪影到频频现身……这些事实
证明，随着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不断深
入和推进，三江源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三江
源腹地已经成为野生动物最快乐的天堂。
随着下面的镜头，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三
江源野生动物那些温情的画面吧。

据了解，金钱豹两次出现的地点均位于
玉树州杂多县澜沧江源昂赛大峡谷内的昂
赛乡，该大峡谷内有高寒针叶林、高寒草甸
及高山裸岩等，是包括金钱豹、雪豹在内的
青藏高原三江源区域中野生动物重要繁殖
栖息地之一。
镜头三：
镜头三
：
众人合力解救被困白唇鹿

【温情镜头】近日，也是在三江源国家公
园澜沧江源园区内，5 只白唇鹿被困在悬崖
【温情镜头】近日，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澜 峭壁上，正在危急之时，被园区森林公安民
沧江源园区昂赛乡，开车的牧民发现一只金 警和生态管护员解救下来，上演了一场人与
钱豹与他们来了一场温情“邂逅”，让他们倍 野生动物最和谐的温情一幕。
感兴奋。这是近期澜沧江园区内第二次出
5 月 11 日，澜沧江源园区国家公园森林
现金钱豹的踪迹。
公安局接到群众反映：在园区扎青乡地青村
5 月 13 日，昂赛乡年都村二社生态管护 三社加布沟娘屯山一座高山悬崖处发现被
员朋措然杰和和弟弟江才尼玛，开着汽车行 困野生鹿群，情况危急。森林公安部门立即
驶在路上。就在一处道路拐弯处，突然走出 组织民警赶赴现场，经核查，被困野生动物
一只金钱豹，它看着朋措然杰的汽车，缓缓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共有 5 只，被
走向车辆前，突然发出一阵低沉的吼叫，并 困在高山悬崖一处突出地段，周围均为陡峭
加快脚步向汽车前面冲。朋措然杰赶紧将 崖壁，没有出路。据分析，白唇鹿被困是因
汽车倒了回来，这时的金钱豹看到汽车往后 为它们从较高的上方走下来后，就再也没能
退了不少，才放心地踱着步子向山上走去， 跳回去。由于该区域连续降雪，被困白唇鹿
边走边往后不时地看着他们的车辆。他们 饥寒交迫、体力难支，
所以才困在此处。
兄弟二人迅速拍下了珍贵的视频。
森林公安民警和扎青乡地青村生态管
据澜沧江园区负责人介绍，从视频上 护员共 40 余人展开了营救工作，为鹿群准
看，这只金钱豹年纪应该不算大，看得出这 备了草料和饮用水，并人为开通了一条受困
只金钱豹受了伤，行动有些迟缓，近期可能 白唇鹿能够逾越的救助通道。通过大家的
还会在此区域活动，昂赛乡已经安排相关管 不懈努力，被困的白唇鹿终于安全脱险，回
护员注意观察并保护这只金钱豹。
归大自然。
镜头一：
镜头一
：
昂赛乡金钱豹与路人邂逅

镜头二：
镜头二
：
金钱豹不紧不慢在林中漫步

镜头四：
镜头四
：
高原精灵雪中觅食最迷人

【温情镜头】记者从玉树州杂多县获悉，
在此之前，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生
态管护员巴丁在巡护过程中也拍摄到金钱
豹活动影像，这是澜沧江源头区域首次由人
类直接目击金钱豹在城镇周围活动的影像，
距离城镇直线距离仅 2 公里左右。
“5 月 5 日早上巡山时，在离昂赛乡年都
村不远处的大果圆柏林子里有一只大型动
物在活动，等到它回头看我的时候，我发现
原来是一只金钱豹，在意识到有人之后，金
钱豹依然不紧不慢，漫步在林子里，我连忙
拿起相机开始拍摄照片。”巴丁介绍。

【温情镜头】5 月 9 日，遥远的可可西里
自然保护区下起了大雪，皑皑白雪为可可西
里蒙上了一层晶莹的面纱，在这冰天雪地
里，数千只高原精灵藏羚羊意外地出现在
109 国道不冻泉附近，他们在雪地上觅食的
壮观景象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据当地一名护路工人介绍，由于多年来
当地政府对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大力保
护，109 国道两旁经常会看到很多野生动物
觅食，
但是，
一次性出现数量如此众多的藏羚
羊种群一起觅食的景象还是很罕见的。它们
距离 109 国道非常近，会有很多大货车从它
们身旁经过，
但是藏羚羊对此已经
很习惯了，
一点也不影响它们觅食。
据了解，可可西里自然保护
区是目前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
存最完美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后
一块保留着原始状态的自然之
地。有资料显示，可可西里目前
是中国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
之一，拥有的野生动物多达 230 多
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二
类野生动物就有 20 余种。
【新闻链接】根据最新监测评
估结果显示，三江源地区生态系
统退化趋势已得到初步遏制，生
态建设工程区生态环境状况明显
好转，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
提 高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进 一 步 筑
牢。三江源区各类野生动物栖息
偶遇金钱豹。
偶遇金钱豹
。 生存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我省两条道路

路面积雪平均厚度达 10 厘米
本报讯（记者 一丁）记者 5 月 16 日从省
路网中心获悉，我省 G213 策磨线和 G227 张
孟线路面有积雪，积雪平均厚度达到 10 厘
米，路网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广大驾车通行以
上路段的驾驶员要谨慎行驶。
据省路网中心监控，5 月 16 日上午，
省道 G213 策磨线 （策克至磨憨公路，原
S204 二马线） 边麻沟至野牛沟路段，路面
积雪平均厚度达 10 厘米，部分路段积雪厚
度 达 15 厘 米 ； 此 外 ， 国 道 G227 张 孟 线
（张掖至孟连，原 G227 宁张线），景阳岭路
段也在降雪。
路网中心提醒驾车通行以上路段的驾
驶员，驾驶小型车辆时需安装防滑链行驶，

驾驶大型货运车辆已无法行驶，祁连公路段
已调配机械进行清雪。截至记者发稿时，路
段上仍有积雪。
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他
人分享最新、最有趣的资讯吗？您只需打开
微信关注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即可轻松掌
握最快新闻。同时，晚报微信公众号还开通
评论功能，这里有 10 多万
粉丝正在与您交朋友，一
起畅评新闻事件，今日的
热点是：你信吗？青海夏
天路面积雪 10 公分，还有
更惊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