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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幸福 /
他们结婚后
回乡做餐饮，承包农家宴

赵增梅是山西朔州市人，1984年
出生的她，2002年开始北漂，在一家
中餐馆当传菜员。秦朝斌是四川江油
重华镇人，1975年出生，当时是该中
餐馆的后厨掌勺。

“我们是在老板介绍下认识的，
虽然他比我大9岁，但人老实，对我也
好，2003年3月8日，我不顾家人反对，
和他在北京结婚，当时办了10多桌，
家人朋友也无奈认可了。”本月26日，
赵增梅回忆起自己的婚礼，眼眶红
了，她称，在北京举行婚礼后，两人又
回到了秦朝斌的四川江油老家，邀请
了四五桌亲朋好友。

婚后，两人很快有了孩子，带着孩
子继续北漂。2008年，5·12汶川大地
震发生后，秦朝斌的家乡江油属于重
灾区，而且家里还有生病的老母亲。于
是，2009年，秦朝斌带着妻女回到了
江油重华镇，夫妻俩在乡镇街上租了
一间门面，开起了餐馆。“他厨艺很好，
我也在餐馆工作多年，因此就回家创
业，2013年时，我们将餐馆关了，然后
开始做农家宴，从开始做十几桌，到
最后可以做60多桌。”赵增梅说。

遭遇不幸 /
丈夫坠下公路堡坎
命保住了却成为植物人

带着手艺回乡创业，秦朝斌和赵
增梅如鱼得水，生意也越来越好。然
而，这样的好日子仅仅持续4年，就因
为一场车祸，一家人陷入了困境，秦

朝斌成为了植物人。
赵增梅清楚记得，2017年2月10

日那一天午后，夫妻俩应邀去相邻的
铜星乡一户人家操办第二天的宴席，
秦朝斌骑着电瓶车先出发，赵增梅则
驾驶满载厨具、餐具和桌椅的小货车
随后前往。

“当天下午2点多，我刚开车出门
不久，就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称秦
朝斌出车祸了。”赵增梅红着眼睛告
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她永远
记得当她赶到现场时，秦朝斌已连人
带车坠下公路的堡坎，昏迷不醒。

随后，秦朝斌被120救护车送往
了就近的厚坝镇医院，经初步检查为
颅内出血，于是立即转往江油市医
院，确诊为重型颅脑损伤。

“当时，医生说手术风险非常高，
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为植
物人，很多人都建议我放弃治疗，以免
人财两空，但我怎么可能选择放弃，只
要有一丝希望，我都会救他。”赵增梅
的思绪被拉回了两年前，在她的坚持
下，秦朝斌经过手术，在重症监护室待
了一个多月，花掉20多万元医药费后，
命保住了，但却成为了植物人。

精心护理 /
嘴上说着哄小孩的话
用大号注射器喂饭

丈夫秦朝斌的命保住后，为了节
约开支，赵增梅将丈夫接回了重华镇
卫生院治疗。因为公公婆婆都已去
世，照顾、护理丈夫，就成为了赵增梅
每天的工作，至今已有700多天。

每天早上6点，赵增梅就起床了，
为丈夫更换内衣、内裤和尿袋，然后

打热水给秦朝斌洗脸、洗手，擦身体，
然后用大号注射器喂食营养粥。

3月26日上午11时许，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来到了病房，此时，赵增
梅正抱着100斤的秦朝斌到了另一张
病床上，然后换下了床单，再吃力地将
秦朝斌抱了回来。

随后，赵增梅开始给秦朝斌拍背。
她将秦朝斌抱在怀中，使劲拍着他的
背部，拍了30多下后，赵增梅又来到了
床的另一边，再次将秦朝斌抱在怀中，
使劲拍着背部，再次拍了30多下后，才
又慢慢将秦朝斌平放在床上。然后，
赵增梅开始给秦朝斌的手脚做按摩。

“每隔一个半小时就要拍下背部，主
要是把痰拍出来。”赵增梅说。

中午12时，赵增梅端来了一碗糊
糊，吹凉后，她在秦朝斌的头部位置垫了
一条毛巾、几张纸巾，然后拿起了一个
大号注射器，将糊糊吸入注射器中，来
到秦朝斌的旁边，轻轻抚摸着秦朝斌的
头部，将注射器伸入秦朝斌的嘴巴中。

“乖，把饭饭吞下去……”赵增梅
一管又一管地喂着秦朝斌，有时秦朝
斌不配合，糊糊直接流出了嘴外，赵
增梅就急忙用纸巾擦拭干净，然后说
着哄小孩儿的话，“我感觉他能听懂，
有时他还会流泪。”

赵增梅介绍，因为秦朝斌不能张
嘴，无法咀嚼，只能吃流食，于是，她
就去买小米、燕麦、鸡蛋等，熬成营养
粥，然后用注射器喂。

在赵增梅的护理下，秦朝斌在一
年前拔掉了胃管，半年前拔掉了尿
管，现在身上还插着一根气管，“他嘴
巴和鼻子都不能呼吸，只有靠这根气
管。我要争取早点让他好起来，争取
把气管拔掉也能呼吸。”

年度十大正能量故事
四川的哥救人入选四川的哥救人入选

与往年的研讨会有所不同，除了
媒体人、公益人参会，今年的会议迎来
了20组特殊的“客人”，他们是2018年
度正能量人物获奖者，有医生，有外卖
小哥，有环卫工，还有学生……

会上，阿里巴巴为他们举办了首
届天天正能量年度人物颁奖礼，为普
通人的善行善念点亮聚光灯，让他们
成为整场会议的焦点。

2019年初，天天正能量联合全国媒
体发起2018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聚焦
十大正能量瞬间和十大正能量故事两
项内容。这一评选受到广泛关注，成为
正能量矩阵里一张闪亮的新名片。

其中，由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道
的四川阆中的哥姚长海的故事入选年
度十大正能量故事。女乘客哭泣拦车，
下车不要找零就匆匆离去。的哥姚长
海放心不下，特意掉头去寻找，千钧一
发之际，将跳江轻生的女孩救起。他挽
救了女孩的生命，也挽救了一个家庭，

“生死之间，还好遇到你”。
“其实我们奖励过的正能量人物

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平凡人，
他们曾经感动了许多人的行为和举

动，也都那么平平常常，有很多就是
出于不经意的本能，但正是这种本
能，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的真善
美，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本善的强大
力量。”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平
台总监王崇和说。

正能量数据发布
成都入选成都入选20182018年度十大正能量城市年度十大正能量城市

研讨会上，《2018天天正能量年度
公益报告》同步发布。四川省入选2018
年度十大正能量省份前三甲，同时入选
正能量省份总榜前三甲。成都市入选
2018年度十大正能量城市，成都市、绵
阳市、宜宾市入选省级正能量城市。

根据2018年正能量获奖次数统计，
浙江、河南、四川、山东、湖北、陕西、江
苏、黑龙江、辽宁、河北成为2018年度十
大正能量省份，河南省连续三年排名第
一，浙江、四川、山东等省份始终排名前
列；杭州、西安、重庆、成都、武汉、哈尔
滨、沈阳、郑州、兰州、济南（排名不分先
后）入选2018年度十大正能量城市。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天天
正能量上线以来（自2013年7月）获正
能量次数最多的十大省份的合作媒
体，发布“省级正能量城市”，四川省

成都市、绵阳市、宜宾市获评。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会议披露的

年度获奖者数据显示，学生群体（包
含小学至大学）的获奖比率提升了
30%，占比15.1%，超过农民及进城务
工群体、司机、医护人员、警察等，首
次跃至第一。同时，逐渐成长为社会
中坚力量的80后，首次与70后并列，
成为获奖人数最多的年龄段。

联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发起发起““信任种子信任种子””公益活动寻找公益活动寻找““信使信使””

会上，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宣布了
新一年的工作计划：启动2019正能量主
题年，寻找“正能量合伙人”，增加公众参
与度，并发起正能量益加一计划。

近日，以《河南新乡女孩通过网络
找300人各借1000元 不负信任提前2
年还清》的热点新闻为切入点，阿里巴
巴正能量发起2019主题年“信任种子”
公益活动。活动联合四川、河南、江苏
等10个省市主流合作媒体，面向全国
寻找100个与信任有关的故事，投入百
万公益金，设立助学基金，邀请信任故
事的主人公担任“信使”，结对帮扶、资
助贫困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作为该公益

活动在四川省的独家联合发起媒体，
3月中旬起面向四川省寻找10个与

“信任”有关的人物和故事，并通过红
星新闻官方客户端、成都商报报刊、
官方微博@红星新闻、官方微博@成
都商报、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等全媒
体平台进行重点报道，让这些故事被
更多人看到。

此外，为了进一步完善媒体公益
生态系统，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在2018
年度发起正能量爆料官项目的基础
上，2019年，天天正能量面向媒体界、
公益界、阿里巴巴生态体系寻找“正能
量合伙人”。

据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
介绍，招募的“正能量合伙人”需要是正
能量的践行者，关注世道人心的改善，
且有一定社会动员能力，他们将与天天
正能量一起，决定正能量公益金的使
用，其中包括正能量奖励的发放，创新
公益项目的设计，同时，他们还将担任
社会正能量评委的职能，各尽其力，更
好地发挥天天正能量品牌效应，激发人
心向善。“我们希望平台的运行公开透
明化，把公益的决定权交给公众，这一
直是我们的追求。”天天正能量工作人
员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年度十大正能量城市
成都榜上有名

3月26日，由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举办的“第
七届媒体公益与社会责
任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在研讨会上，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举办了首届
天天正能量年度人物颁
奖礼，为2018年度正能
量人物获奖者颁奖，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
道的四川的哥姚长海救
人一事入选“年度十大
正能量故事”。

《2018天天正能量年度
公益报告》同步发布，四
川省入选2018年度十
大正能量省份前三甲，
同时入选正能量省份总
榜前三甲。成都市入选
2018年度十大正能量
城市，成都市、绵阳市、
宜宾市入选省级正能量
城市。

护理植物人丈夫
他成了“娃娃”
她成了“妈妈”

多天

用大号注射器喂饭，“乖，把饭饭吞下去……”

““乖乖，，把饭饭吞下把饭饭吞下
去……去……””33月月 2626日中日中
午午，，四川绵阳江油市四川绵阳江油市
重华镇卫生院内重华镇卫生院内，，躺躺
在病床上的秦朝斌仍在病床上的秦朝斌仍
在在““沉睡沉睡”，”，但妻子赵但妻子赵
增梅仍一边说话增梅仍一边说话，，一一
边用大号注射器将营边用大号注射器将营
养粥一点点喂到丈夫养粥一点点喂到丈夫
的嘴中……的嘴中……

赵增梅本是山西赵增梅本是山西
人人，，20022002年北漂时认年北漂时认
识了来自江油的秦朝识了来自江油的秦朝
斌斌，，两人结为夫妻后两人结为夫妻后，，
20092009年回到江油发年回到江油发
展展，，正当小两口的餐正当小两口的餐
饮事业搞得有声有色饮事业搞得有声有色
的时候的时候，，20172017年的一年的一
场车祸场车祸，，让幸福戛然让幸福戛然
而止而止———由于重型颅—由于重型颅
脑损伤脑损伤，，秦朝斌经治秦朝斌经治
疗疗，，命虽保住了命虽保住了，，却成却成
为了植物人为了植物人。。

从此从此，，照顾照顾、、护理护理
丈夫丈夫，，就成为赵增梅就成为赵增梅
每天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她每天她每天
重复着给丈夫换衣重复着给丈夫换衣、、
洗手洗手、、洗脸洗脸、、擦身体擦身体，，
用注射器用注射器““喂饭喂饭”、”、按按
摩这套摩这套““规定动作规定动作”，”，
至今已坚持至今已坚持700700多天多天。。
她说她说，“，“我们一起经历我们一起经历
了美好的爱情了美好的爱情，，走过走过
了了1616年的风风雨雨年的风风雨雨，，
我不能放弃他我不能放弃他，，只要只要
他有一口气在他有一口气在，，我就我就
会照顾他会照顾他。”。”

拍摄视频 /
快手上最高点击量达40多万
但“也赚不到好多钱”

在赵增梅的床头，放着一个摄影
脚架，而这是赵增梅一年前花60多元
买的，主要用来拍视频，然后上传至

“快手”，赚取一点费用补贴家用。
“一年前，一位好心人来看我们，

然后他告诉我可以将我每天的护理
情况拍成视频，上传至快手，可以赚
一点钱。在那位好心人的帮助下，我
学会了耍‘快手’。”赵增梅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看到，
赵增梅的快手账号昵称为“陪伴植物
人老公，秦朝斌”，粉丝已经有2.2万，
从2018年3月到现在，一共发布了154
条作品。

在赵增梅发布的快手作品中，有
她喂饭的视频、按摩的视频、包饺子
的视频、女儿给爸爸唱歌的视频，以
及用以前照片组合成的两人结婚纪
念日的视频等等。

“结婚纪念日回忆着我和老公十
六年的点点滴滴”“等你说爱我”“忍
不下心离开，等车回医院”“不放弃不
抛弃”……在每一个视频中，都配了
一句话，而点击量最多的，是女儿在
床头给秦朝斌唱歌，达到了40多万。

“基本上只有晚上才有时间上传
‘快手’，也赚不到好多钱，有时一条
几元钱，有时十几元钱，但这些视频，
也记录了这两年来的点点滴滴。”赵
增梅给记者看着她发布的视频，眼泪
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相信未来 /
被当地评为“好媳妇”
“我不能放弃他”

700多个日夜过去了，赵增梅为了
救治丈夫和供女儿读书，变卖了以前
操办农家宴的所有家当和小货车，花
光了准备在江油城区安家的购房款，
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每
月900多元的低保金和好心人的捐助。

“女儿真的不容易，两年了，都是
她一个人在照顾。”26日，赵增梅的母
亲告诉记者，两天前她来到了江油，
看着女儿的生活，她不知偷偷抹了多
少眼泪。

在赵增梅的床头，还放着一张荣
誉证书，记者发现，这是2018年10月，
重华镇人民政府给赵增梅颁发的荣誉
证书，上面写着“好媳妇”三个大字。

“我们一起经历了美好的爱情，
走过了16年的风风雨雨，我不能放弃
他，只要他有一口气在，我就会照顾
他。”赵增梅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
均 摄影报道

“我们一起经历
了美好的爱情，走过了

16年的风风雨雨，我不能
放弃他，只要他有一口气

在，我就会照顾他。”

赵增梅用注射器给秦朝斌喂营养粥

赵增梅和秦朝斌以前的合影

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26日发布
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
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全面落
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规定，明
确片区或学区确定后，应在一段时
期内保持相对稳定，重新划分调整
时要慎重稳妥。继续压缩义务教育
学校特长生招生规模，至2020年取
消各类特长生招生。

通知说，各地要按照“学校划片
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总体目标，
根据县域内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
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为
每所义务教育学校科学划定服务片
区范围，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
学政策全覆盖。学校数量较多的区
县要合理划分学区范围，确保各学
区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大致均衡。教
育资源不够均衡的地方，稳妥实施
多校划片，采取随机派位方式入学。
小学入学一般采取登记入学，初中
入学一般采取登记或对口直升方式
入学，按照强弱结合原则合理调配
对口直升的初中和小学，保障教育
机会公平。

通知强调，所有公办、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都要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
试入学规定。各地要规范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招生管理，将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
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不得以任何
形式提前选择生源，坚决防止对生
源地招生秩序造成冲击。对报名人
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引导
学校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生。

通知提出，各地要认真排查并
严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国学班”

“读经班”“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
育的非法办学行为。父母或者其他
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
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
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据新华社电 记者26日从国家
移民管理局获悉，4月1日起，中华人
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
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境证件
实行“全国通办”，并继续执行“只跑
一次”标准，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
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上述出
入境证件，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

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
后，可实现三个“都能办”：全国各地
都能办，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一
出入境管理窗口申办出入境证件；
内地居民都能办，即不受户籍地、居
住地等条件限制，内地居民均可在
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出国出境证
件都能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
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
行证等都可在异地申办。据悉，这次
推出的新举措包括异地申办赴港澳
台团队旅游签注可在自助签注机上
办理，立等可取。

记者同时获悉，国家移民管理
局政务服务平台将于4月1日起正式
上线启用。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
务平台综合运用网站、移民局App、
第三方平台多种网上服务方式，目
前主要有六大功能。

提供往来港澳台旅游签注申办
服务。申请人可以在线申请赴港澳
台个人旅游签注、团队旅游签注，在
线选择办证地点，填写申请表，线上
审批通过后，持往来港澳通行证或
往来台湾通行证到办证地点缴费并
打印签注。

提供证件办理进度查询服务。
申请人可在线查询本人申办的普通
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
行证等证件办理进度情况。

提供证件预约申请服务。申请
人可以在线预约申请护照、往来港
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
及签注，在线填写申请表，预约办证
时间和地点。后续再按照预约时间
到受理大厅提交申请材料，完成指
纹采集、照相、缴费等手续。

提供证件信息查询服务。申请
人可在线查询本人所持普通护照、
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
的证件号码、证件有效期等信息。

提供出入境记录查询服务。申
请人可在线查询本人近10年内所持
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
行证等因私出入境记录情况，并可
生成可信电子文件下载打印。可在
线查询本人往来港澳签注和前往台
湾签注有效剩余次数。

提供办事指引查询服务。申请人
可在线查询全国各地出入境办证大
厅的办公地址（地图位置）、办公时
间、咨询电话等。可在线查询办理各
类出入境证件的具体服务指南等。

用户可通过平台网站、移民局
App、微信和支付宝端小程序等方
式注册使用。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
服务平台的网址是：https：//s.nia.
gov.cn。

教育部：
片区学区确定后应在

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

4月1日起
内地居民申领出入境证件

全国通办 只跑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