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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四川省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
（上接09版）

414、占玛泽仁，
男，藏族，1953年8月
生，甘孜州德格县燃姑
乡卫生院医生。他在
40余年里，一直奉献在
农牧区，为广大农牧民
群众解除病痛送医送
药，把医治患者作为一
生追求的事业，他被牧
民们誉为农牧区“最美
乡村医生”。他没有成

家，却与曾医治的患者成为亲人；没有房子，却把医
疗站当成自己的家；没有存款，却为患者储备3.8万斤
近300万元的药材；没有助手，却服务了方圆770平方
公里的农牧民；没有恋人，却把事业当成自己一生的
追求。如今，他仍然背着药箱穿梭在高原每一个地
方，守护着这片土地上农牧民的健康。他是藏区山
村的“慈善家”、农牧民健康的“守护神”。荣获“全国
优秀乡村医生”“全国最美医生”“四川好人”等称号。

415、王学钊，男，
汉族，1975年5月生，中
共党员，凉山州冕宁县
宏模镇优胜村医生。
他秉承家传“王黑虎骨科
绝技”，使无数骨伤患者
重获新生；他爱岗敬业起
早摸黑走家串户为彝汉
乡亲送医送药上门服务；
他怀着对彝区孩子的爱，
使孜家村计划免疫接种

率从零起步，跃升到100%全覆盖，有效杜绝了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再发生；他18年如一日为村民出
诊看病，诊治过程中坚持能免则免的收费原则。以
他事迹制作的全国优秀电教片《乡医王学钊》在全国
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和卫星频道上展播。2017
年2月，当选为凉山州第十一届人大代表。荣获“冕
宁县优秀共产党员”“中国优秀乡村医生”“全国卫生
系统先进工作者”“四川好人”“凉山好人”等称号。

416、甘孜州石渠信用社。中国海拔最高的农
信社，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是四川最偏远的县
份之一，这里有着广袤的草原、美丽的风光，这里更
是“生命禁区”：平均海拔4200米，含氧量不到成都地
区一半，最低气温达零下46℃，生存条件极其恶劣。
这里活跃着一支由21人组成，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
金融服务团队。他们把党和政府的惠民阳光播洒到
藏区千家万户，努力践行服务藏区群众、服务民族经
济发展的光荣承诺。“十二五”期间，石渠信用社累计
投放各项贷款9.2亿元，余额增长2.1亿元，增幅
289.7%，其中发放农牧民小额信用贷款3.9亿元，发放
牧民定居贷款4089万元，发放灾后重建贷款2266万
元，倾力帮助藏区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梦想。荣获“甘
孜州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最美农信人”等称号。

417、高军政，男，
汉族，1976年11月生，
中共党员，达州军分区
政治部副团职干事。
2015年4月下派大竹县金
鸡乡金鸡村任第一书记
后，用脚步丈量民情，用
真心换取民心，在母亲患
癌去世、父亲三次住院的
情况下，强忍悲痛，克服
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坚

持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扶贫工作第一线。为169户贫
困户实行了建档立卡动态管理，解决了饮水、用电、
交通、通信、医疗等各项困难，帮助91户贫困户、249
人找到致富门路，基层组织建设和村情村貌发生了
巨大变化，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基层干部群众的高度
认同。村党支部被达州市委表彰为“先进党组织”。
工作事迹先后被中央七台军事新闻、《战旗报》等军内
外报刊和市县电视台等媒体宣传报道。荣获达州市

“拥政爱民先进个人”，被省军区记“三等功”一次。
418、潘玉华，女，

汉族，1975年4月生，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九研究所微波
集成中心技师。2015
年的“9·3阅兵”，新一代
预警机惊艳亮相，预警机
是空中指挥所，是整个飞
行队伍的神经中枢，而这
神经中枢里最精密的一
部分器件都是由手工焊

接的，完成这项工作的就是潘玉华。工作22年以来，
潘玉华一直专注于微系统高集成制造的无线电装接
手工焊接工作，技术精湛，承担过航天、弹载、机载等
多个平台、多个重点项目、重点课题的PCB新工艺验
证和生产任务，受到多位设计总师、工艺总师和同事
的高度称赞。置身于国防军工事业的她，从一名普
通的一线工人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技师。荣获“大国
工匠”“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五
一巾帼标兵”“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

419、帕查有格，
男，彝族，1986年11月
生，中共昭觉县委老干
部局副局长。2015年12
月，组织派驻帕查有格到
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
尔村担任“第一书记”，要
进村必须要攀爬800米悬
崖峭壁和13节藤梯，面对
这条让人望而生畏的“天
路”，他没有退缩，一年多

的时间里，他已在这条路上行走了200多趟。他对自
己说“如果悬崖村不变样，贫困户不脱贫，他就坚决不
撤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藤梯变成了钢梯，孩子们
上学住校了，大人们上起了农民夜校，成立了养羊合
作社，嫁接了核桃，种上了脐橙、青花椒和三七，办起了
农家乐，养起了岩蜂，水、电、路、通信全通了……未来
还将开发旅游，大家都说：“我们来了个愿爬悬崖的
好书记”。荣获“凉山州优秀‘第一书记’”称号。

420、陈建，男，汉
族，1985年10月生，中
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
军78118部队四级军士
长。自2001年入伍以
来，陈建始终以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
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
的工作作风、勤恳的工
作态度，参加了多项重
大演训活动及非战争

军 事 行 动 。 历 经“5·12”抗 震 救 灾 、使 命 行
动-2010C、“4·20”抗震救灾、维护中缅空防边防行
动等多项重大任务，表现出色。2016年，陈建积极
投身重大军事工程施工一线，克服工作难度大和环
境恶劣的影响，带领任务分队在规定时限内保质保
量地完成了频管各项建设工作，多次受到战区领导
的赞扬和肯定，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优秀个人、优
秀士官，荣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军队科技进
步奖”“成都军区司令部爱军精武标兵”等称号。

421、周云，男，汉
族，1972年3月生，中共
党员，大校军衔，专业
技术7级，中国人民解
放军78111部队高级工
程师。周云工作近20
年来，事业心和责任感
强，圆满完成多项全军
性、战区性重大军事任
务和抗震救灾、处突维
稳 等 非 军 事 行 动 任

务。专业技术和创新能力强，结合本职工作开展
科研学术工作，取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
等奖3项、三等奖7奖，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5项，荣立集体三等功2次、个人三等
功2次。2016年被军委政治工作部确定为军队第
四批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对象，获得军队优秀专业
技术人才一类岗位津贴。被邀为“西部战区直属
部队评审专家库专家”，推荐为“军队科学技术奖
励评审专家库专家”。

五、孝老爱亲道德模范候选人
501、易杰，男，汉

族，1984年4月生，成都
市龙泉驿区洛带镇残
联专职干事。听力四
级残疾的80后，悉心照
料 植 物 人 父 亲 10 多
年。他是一名重点大
学毕业的高材生，更是
一个有口皆碑的孝子，
十余年来，他悉心照料
植物人父亲的故事，早

已在当地流传，至孝之情温暖了无数人。为了守
护在床边照料病父，为了让体弱多病的母亲有更
多时间休息，易杰放弃了考研深造的机会，放弃了
城市中的高薪职位，用10多年时间，独自挑起家庭
的重担。如今，他又将病重的外婆和年幼的表弟
接到身边，用坚强的毅力和臂膀，支撑起一个历经
磨难的家。他以残疾之躯十年如一日照顾病父，
始终保持着对父母亲的敬爱之心，不仅如此，他还
将血脉相承的挚爱亲情延伸到对外婆、表弟的照
顾。荣获成都市“第四届道德模范”称号。

502、韩天学，男，
汉族，1986年4月生，
自贡市沿滩区特殊教
育学校教师。稚嫩肩
膀撑起家庭重担，一颗
孝心照亮父亲人生。
当他还未出生时，父亲
因一次意外导致双眼
失明，不到3岁，母亲病
故，是爷爷一直把他带
在身边。6岁起爷爷就

教他干农活，送他上学，上初二时爷爷离开人世。
从此，他就扛起家庭的重担，一边照顾双目失明的
父亲，一边耕种和上学，后来独自带着父亲上学。
毕业后，为了关爱特殊孩子，他带着父亲来到沿滩
区特殊教育学校。可以说他就是父亲的“双眼”和

“拐杖”。今生无论身在何处，他总是带着父亲。
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贵州省“立志成
才十佳大学生”、“中国好人”等称号。

503、龚国久，男，
汉族，1943年7月生，中
共党员，攀枝花十九冶
退休职工。一个人两
个家庭三个孩子，夫妻
真情抒写人生大爱。
38年前，龚国久的妻子
王天秀在参加单位拆
除旧房时，被倒塌的房
架 砸 伤 导 致 下 肢 瘫
痪。近40年来，龚国久

既要工作，又要照顾瘫痪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四个
老人，并四处为妻子寻医找药。妻子得知病情后，
不想拖累丈夫和家人，几次要求离婚，龚国久不同
意。瘫痪的王天秀曾被医生诊断只能活两年，但
在龚国久的精心照顾下她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
病情稳定日渐好转。龚国久为岳父母养老送终，
并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并相继成了家。荣获“感动
东区十大人物”“攀枝花好人”“四川省最美家庭”

“全国文明家庭”等称号。
504、陈宗会，女，

汉族，1971年7月生，
德阳市罗江县略坪镇
大成社区居民。20年
如一日的悉心照顾丈
夫及家人，以无怨无悔
的孝老爱亲举动谱写
着人间真情。她的丈
夫张同辉患小儿麻痹
症无法工作，一家老小
靠她打零工的微薄收

入生活。2001年7月，公公离世，陈宗会怕婆婆寂
寞，每天都要给婆婆讲一些外面的新鲜事和报纸
上的新闻。2005年10月，婆婆突患脑梗塞导致半
身不遂，她为了让婆婆早日康复，每天下班后无论
多忙多累，都要扶婆婆在院子里练习走路。婆婆
的病情加重后在床上躺了6年，她为婆婆洗澡、梳
头、理发、捶背，精心侍侯，从不厌烦。荣获德阳市

“最美家庭”、罗江县“第四届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大成社区“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等称号。

505、崔荫森，男，
汉族，1934年9月生，中
共党员，绵阳江油市长
钢三厂退休工程师。
他用孝心演泽了一段
敬 老 爱 亲 的 感 人 故
事。面对双目失明、瘫
痪在床、102岁高龄的
母亲，他无怨无悔，把
为人子女应该尽的孝
道诠释得淋漓尽致，深

受居民好评。面对久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他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终身相守、不离不弃”的诺言。82岁的崔荫森，本
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但他却很难抽出时间像其
他退休老人一样去公园散步、打拳，快乐悠闲地享
受晚年生活，因为家里有两个让他牵挂的亲人。
多年来，买菜做饭，照料母亲和妻子起居……推着
老伴外出散步、锻炼，成了崔荫森生活的全部。荣
获“全国文明家庭”“全国最美家庭”“感动绵阳十
大人物”等称号。

506、向体会，女，
汉族，1974年4月生，
广元市青川县茶坝乡
青岭村村民。她虽没
读过一天书，却用自己
的一生在蜿蜒的山路
上抒写出大大的“爱”
字。丈夫患有癫痫，丧
失劳动能力，公公年老
多病行动不便，亲生母
亲年纪大体弱，哥哥中

风瘫痪在床，家中2个女儿尚在读书，哥哥家孩子
才年满14周岁。在家庭条件极其艰辛，丈夫的药费
都是依靠贷款、亲戚朋友筹借的情况下，她却主动
承担了照顾哥哥的责任。她任劳任怨、无怨无悔挑
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每天照顾了丈夫和公公后，
还要来回奔走6公里的路程去照顾自己的母亲和瘫
痪在床的哥哥。她为爱执着、为家守候，在绝望中
守望着自己的希望。荣获“感动广元十大人物”、广
元市“孝老爱亲模范”、“四川好人”等称号。

507、游艳，女，汉
族，1980年10月生，内
江市六中高中语文教
师。她是忠贞不渝、患
难与共，执着付出、勇
挑重担的好妻子、好母
亲、好儿媳、好老师。
男友两度患癌，她不顾
家人的反对，不顾朋友
的再三劝说，始终不离
不弃，悉心照料创奇

迹；公婆贫弱，她不嫌不怨，似女儿般孝顺；幼女
患病，她承受重压，精心呵护家庭；面对学生，她
兢兢业业，传道授业沃桃李。她的事迹被中央电
视台《新闻联播》和《身边的感动》栏目以及各级
各类媒体广泛报道。当选为四川省第十二次妇代
会代表、四川省总工会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成为全省五名当选省总工会常委的职工之一。荣
获省“五一劳动奖章”“五一巾帼奖章”“四川好人”
等称号。

508、朱春梅，女，
汉族，1972年10月生，
南充市高坪区白塔街
道办梨树街社区居
民。公爹卧病在床20
年，生活不能自理；娘
家的爹娘心血管硬化、
脑萎缩，需要长期照
顾；小叔子有智力障
碍，也需要长期照料
……为了养家糊口，丈

夫必须出外打短工，而朱春梅自己又身患二级残
疾，行走艰难，但她依然坚强的20多年如一日为4
个病残亲人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尽管娘家和公
爹家相距不到500米，但长年累月在两家奔跑，对
于她来说，足已累得死去活来，然而朱春梅始终对
待亲人千依百顺，精心照顾。她拖着病痛身体照
顾家人的行为感天动地、催人泪下，被称为“最孝
媳妇”“最美女儿”“最美嫂子”。荣获“感动南充
2016十大新闻人物”“四川好人”等称号。

509、杨文全，男，
汉族，1948年9月生，
宜宾市筠连县腾达镇
向阳村村民。38年如
一日倾注汗水、真情和
爱心，精心照料着岳母
李九连，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孝顺，谱写了一曲
感 人 至 深 的 孝 道 之
歌。虽然不是亲儿子，
但比亲儿子还要亲；李

九连今年已115岁高龄，她在杨文全的悉心照料下，
身体一直都比较健康，除了听力不好外，身体没有
其它病症，心态也很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杨文全常常对别人说，只要老人健康长寿，自己身体
硬朗，再照顾她几十年都不会有怨言。2012年，李九
连老人被评为宜宾市“十大健康寿星”。杨文全任劳
任怨照料岳母的事迹，成为当地群众的美谈，也成
了长辈教育晚辈孝敬老人的“活教材”。荣获筠连
县“第三届道德模范称号”“四川好人”等称号。

510、赵玉春，男，
汉族，1965年1月生，
广安华蓥市古桥街道
古桥社区居民。一个
普通农民，27年来悉心
照顾瘫痪的妻子王其
秀，用真爱唤回了妻子
对生命的希望。1990
年，婚后一年多妻子王
其秀就患上了脊髓灰
质炎，从此瘫痪卧病。

他对妻子的照顾无微不至，王其秀7次患褥疮，都
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得以康复。他除了把大部分精
力用来照顾妻子，还必须通过辛勤的劳动挣钱支
撑家庭开支。王其秀为了不拖累丈夫，多次提出
离婚，都被他拒绝，对妻子他始终不离不弃。后来
王其秀自杀，幸亏赵玉春及时察觉，才把她救了回
来。赵玉春为此规定自己必须随时陪伴在妻子身
边，每次外出不能超过3个小时。荣获华蓥市“五
好家庭”、广安市“道德模范”“中国好人”等称号。

511、焦良菊，女，
汉族，1969年3月生，
巴中市平昌县白衣镇
濛溪村村民。凭着“只
要丈夫还在，家才是完
整的”朴实想法，长达
10余年悉心照料“植物
人”丈夫，她就是“好妻
子”——焦良菊。2006
年，丈夫李泽和在外务
工时遭遇严重车祸，成

为仅能吃饭、说话的“植物人”，由于脑神经严重损
伤，连吃饭、穿衣、上厕所都需要人照顾，完全失去
了自理能力。焦良菊对他不离不弃，她自学护理
知识，起早贪黑耕田犁地，承担起了赡养老人、为
夫尽责，培养子女的家庭重担；身材瘦小的她每天
都到附近的砖厂搬砖，这项又脏又重的活通常只
有男人愿意干，可焦良菊一干就是6年。经过10多
年的艰辛付出，丈夫李泽和生活基本能够自理，子
女也长大成才。荣获巴中市“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巴中好人”“四川好人”等称号。
512、张新，男，汉

族，1972年10月生，国
网四川雅安市名山供
电有限责任公司职
工。他吃苦耐劳、勇于
担当、孝顺父母、知恩
图报、热心公益，他被
誉为国网雅电“最美员
工”。工作第二年，张
新就将远在内江农村
老家的父母接到身边，

实现了他为父母尽孝的心愿；但他的家庭却多灾
多难，不幸接连降临，女儿年幼妻子下岗，妻子因
病摘除右肾后又罹患患乳腺癌，导致债台高筑，父
亲又被确诊为结肠癌，家庭重负压得他喘不过气，
但他直面不幸，始终用一颗坚强仁爱之心孝老爱
亲，不离不弃。工作生活中，他知恩图报、热心公
益，积极为灾区捐款捐物，尽自己微薄之力回报社
会。荣获雅电集团“先进工会工作者”“品牌宣传
先进个人”“最美员工”“五好家庭”等称号。

513、豆淑容，女，
汉族，1942年10月生，
眉山市东坡区复兴乡
高塔村村民。15年来，
用孱弱的身体照顾已
与儿子离婚的瘫痪儿
媳和年幼的孙子，凭着
一颗慈爱、坚强的心，
直 面 生 活 的 磨 难 。
2002年，儿媳唐慧琼在
复兴石膏厂打工，意外

被石膏砸成重伤而导致全身瘫痪，唐慧琼在医院
治疗了2个月，因无钱继续医治被家人接回家，由
丈夫和公婆一同照顾。由于家中经济拮据，丈夫
外出务工，从此婆婆豆淑容就承担起照顾孙子和
瘫痪儿媳的重担。看到已年近古稀的婆婆还如此
的辛苦，为了不拖累这个家，唐慧琼选择与丈夫离
婚。虽然儿媳与儿子离了婚，但豆淑容还是将儿
媳留在家中，视她为亲生女儿，一如既往的继续照
顾她，毫无怨言。荣获东坡区“最美母亲”“眉山好
人”“四川好人”等称号。

514、王成平，女，
汉族，1969年2月生，
资阳市安岳县岳阳镇
土地堂社区居民。她
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一
位妻子和母亲的坚强
和伟大，用最无私的付
出和坚守抒写着她坎
坷却不平凡的一生。
1996年面对丈夫谢宝
国因意外触电导致四

肢截肢的噩耗，她擦干眼泪，毅然挑起这个家的重
担，照顾肢残的丈夫，抚育年幼的子女，20多年不
离不弃，一家人相扶相持、乐观向上。她用爱托起
了这个家的希望，用爱温暖了亲人的心房。屋漏
偏逢连夜雨，2015年，儿子谢朝杰经医院确诊为尿
毒症，她悲痛欲绝、心力交瘁，但是她没有倒下，她
要救儿子。这个坚强的女人毅然决定捐肾救子，
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20多年风雨路，王成平为
了亲人，无怨无悔。荣获“第四届感动资阳人物”
称号。

515、王绍明，男，
藏族，1954年4月生，
阿坝州小金县木坡乡
达木村村民。花甲老
翁用腰带背着自己瘫
痪的妻子学步，被网友
亲切称为“中国好夫
妻”。2016年3月，他的
妻子李绍珍突发脑溢
血，经州人民医院及时
抢救，李绍珍保住了生

命，但身体偏瘫，不能行走。出院后，王绍明到处
打听民间的偏方给妻子治疗，并且每天都用一根
腰带背着李绍珍进行康复训练。9月下旬，几位游
客偶遇这对夫妻，深受感动，拍下视频并上传网
络，网友们看到视频后深深的震动，纷纷点赞，亲
切称他们为“中国好夫妻”。在他的行动中，为世
人阐释了什么是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在他的脑海
中，照顾好爱人，争取早日康复，让妻子多过一天
好日子，是他最大的追求。荣获小金县“最美小金
人”等称号。

516、孟江，女，藏
族，1968年7月生，甘
孜州丹巴县巴底乡沈
洛村村民。面对无情
的生活灾难，她用瘦
弱的身躯独自扛起全
家人的生活重担，用
双手托起了整个家庭
的希望。10年前，孟
江的丈夫因一场事故
失去了双腿，长年瘫

痪卧床，祸不单行，7年前，年愈70的婆婆也因突
发老溢血瘫痪，家里90高龄的公公也身患重病、
行动不便。整整10年的时光里，面对瘫痪在床的
丈夫、年迈多病的公婆以及年幼的儿子，家中4口
人的生活起居仅靠她来维持、打理，但她却乐观
向上、默默付出，她高尚的道德情操，她所传递的
道德正能量，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荣获省妇
联“四川最美家庭”、甘孜州“平安家庭”“最美家
庭”、丹巴县“平安家庭”“中国好人”等称号。

517、冯小坚，男，
汉族，1957年10月生，
中共党员，四川省知识
产权局调研员。几十
年始终坚守一个信念：
父母恩情深似海，人生
莫忘报亲恩。不到10岁
就学着照顾生病的父母，
至今已50年光阴，特别是
1995年父亲因病去逝后，

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他放弃理想与企业优厚的
待遇，调到相对稳定的机关工作。22年来，他每次都陪
母亲去医院看病、取药。2008年10月，母亲因左腿股
骨颈骨折和患20多种老年疾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只能长期卧床治疗。10年来，冯小坚每天下班后都
去医院照顾陪护。若工作实在无法脱身，他也会安
排好妻子和护工为母亲护理。他处处孝字当先，事
事以老人为中心，当好母亲病床前孝子。荣获全国

“孝亲敬老之星”“省直机关道德模范”等称号。
518、张小燕，女，

汉族，1983年11月生，
中共党员，巴中市南
江县兴马乡唐家坪村
妇女主任。饮水思源，
乐当膝下“孝顺女”，数
十年如一日照顾毫无
血缘关系的养祖父母
和弱智的叔父。虽然
88岁的养祖父已眼花
驼背、85岁的养祖母患

有风湿病和严重的腰椎盘突出，54岁的弱智叔父
也无子嗣，但勤劳孝顺的张小燕为三位老人制定
详细的赡养计划，定期给他们换洗衣服被褥、洗头
洗澡，每月约请村医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每年给
老人添置新衣，生病了就端屎端尿、擦洗喂药，没
有一句怨言，她的善举感动着周围的每一位村民，
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份珍贵的爱情。结婚后，她没
有离开，而是说服丈夫入赘她家，共同照顾三位老
人。荣获巴中市“道德模范”提名、“巴中好人”、南
江县“最美家庭”“南江好人”等称号。

519、秦秀，女，藏
族，1968年6月生，绵阳
市平武县阔达藏族乡
阔丰村村民。她是一
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丰
功伟业，有的只是一如
既往，不计得失，任劳
任怨。她出生在一个
不幸的家庭，一家4口
人中三人罹患精神病，

作为全家唯一正常的她自5岁开始，便默默地挑起
了照顾家庭的重担，竭尽全力地服侍着家里三个
精神病患者，秦秀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既要辛勤劳
作照顾小家，还要抽空给父母和弟弟送吃送穿。
俗话说“久病床头无孝子”，当亲人长期生病需要
照顾时，便是考验一个人孝心真伪的试金石。而
这个朴实无华的农村妇女怀着一颗孝顺之心、用
行动诠释着孝道的丰富内涵。荣获平武县“孝老
敬老模范”“文明家庭”等称号。

520、李敦锋，男，
汉族，1974年2月生，中
共党员，武警绵阳市支
队支队长。结婚18年，
相濡以沫；妻子患病，
不离不弃。2010年，李
敦锋之妻曾小英突然
感到身体不适，跑了很
多家医院检查，最后确
诊为重症风湿病。随
着病情的不断恶化，简

单的日常生活起居都变得异常困难。此时，李敦
锋已任绵阳支队的支队长，肩上的责任更大了，他
虽然牵挂着妻子的病情，却不能时刻陪伴左右。
每逢轮休，他便急着赶回家，为妻子穿衣、做饭、干
家务，陪妻子聊天，让她感受到家的温暖。对于妻
子，他心存愧疚，“嫁给我后，她承受了太多辛苦，
可她却从不抱怨，如今她生病了，我要用一辈子去
好好照顾她”。荣获武警总队“优秀基层带兵干
部”，“集体三等功”二次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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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疾病中，缺牙是很折磨人的，尤其
是半口、全口缺牙，更让人苦不堪言。凑合
戴上活动假牙，又面临假牙压迫牙床，经常
疼痛、发炎，别说吃饭，连大声说话、打喷嚏
都可能掉出来。

2颗恢复半口，4颗恢复全口牙
目前经济实惠、又比假牙好的缺牙修

复方式，是通过部分种植修复缺牙，即种植2
颗恢复半口、种植4颗全口缺牙。健康热线
028-96111特邀知名口腔医生，解答“少花
钱又舒适地修复缺牙”，市民可电话咨询。

种植方式修复缺牙优势多
对于缺牙颗数少的，可选择单颗种植，

缺哪颗种哪颗，不像假牙那样伤及邻近好

牙。对于半口全口缺牙者，可选择部分种植
修复，其稳固性好、咀嚼效率高、舒适感好。同
时，半口缺牙只需植入2颗、全口缺牙只需植入
4颗种植体，不仅减少种牙花费，彻底打破了种
牙贵的说法，让老百姓都能种得起牙。因为种
植颗数少，也缩短了就诊的时间和次数。

4月15日，种植牙免费送
本周六（4月15日），到现场可抽取免费

种植牙、500元种牙补贴费。还有种植牙手
术真人直播，市民可零距离观看种植牙是怎
么做的。

温馨提示：拨打健康热线028-96111预
约，享免费拍片检查口腔（每天限20名），免
费制定牙修复方案。

最后三天，抢免费种植牙
全口缺牙？种4颗就能恢复

说到癫痫，大家想到的就是突然倒地，
口吐白沫、手脚抽搐的可怕场面。今天，我
们特邀小儿神经科专家解惑。

问题一：癫痫是什么？
专家答疑：癫痫俗称“羊角风”或“羊癫

风”，是由于大脑神经元的异常放电，导致短
暂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

问题二：癫痫发作除了抽搐还有哪些症状？
专家答疑：癫痫发作的表现形式是多种

多样的，临床上分为这三种：
1、全身强直阵挛性发作：突然倒地，四

肢或半侧肢体抽搐，口吐白沫；
2、失神小发作：患儿突然两眼发直，持

物落地，有的还不停眨眼，或者无意识点头、
吞口水、咀嚼等动作；

3、精神运动性发作：意识模糊、目光呆
滞、舔舌，出现幻觉、错觉、无意识的动作。

问题三：癫痫只是会有些异常的行为，
对身体没有什么伤害吗？

专家答疑：癫痫发作时候的一些意外，
会对生命造成威胁；癫痫反复长期发作造成
的脑损伤，对孩子的智力会有不同程度的影
响，尤其是3岁前的癫痫患儿，严重影响大
脑发育。

专家提醒，儿童期是癫痫治疗的最佳时
期，规范治疗，科学用药，让孩子早日恢复健
康。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一路童行”
特殊疾病关爱基金正在申请中。拨打热线
028-96111 咨询预约，符合条件可申请
2000-20000元治疗费用援助。

96111健康热线：孩子常抽搐，是癫痫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