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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孝顺父母 下教养子女
夫妻同心同享全国“最美家庭”

交通执法文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蒋英奇驾驶川 JP2706 号

轿车未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经营活动一案，本机关依法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川遂交运罚

〔2017〕0096 号，决定给予蒋英奇责

令停止经营并处罚人民币贰万元的

行政处罚。因当事人蒋英奇拒绝领

取、未提供有效联系住址等原因无法

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川遂交

运 罚〔2017〕0096 号 。 现 以 公 告 送

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遂宁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处
2017年 6月 7日

灵泉街道办事处

将创建工作落实到人

为号召辖区居民积极投身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中，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攻坚

克难，近日，灵泉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各社

区、企事业单位、物管单位等百余人召开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动员部署大会，努力形成“人

人关注创建、全民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

此次活动将创建工作目标任务细化

分解到具体部门、具体岗位、具体人员，

切实落实责任。紧紧围绕创建工作目标

要求，制订详细工作方案，明确工作标

准、工作措施、工作重点，确保各项创建

任务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同时，还采取

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对创建文明城

市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先进典型进行

广泛深入宣传，把创建宣传与城市形象

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宣传在鼓舞士气、提

升干劲的重要作用。在创建工作中，各

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实时报送工作进度，

切实加强奖惩，推进工作开展。会上，创

建办和城管办负责人、广灵路社区、书院

社区还作了表态发言，并签订了创建目

标责任书。 （全媒体记者 何敏）

关爱特殊未成年人
给特校孩子送礼物

“谢谢叔叔阿姨对我们的关爱，我们

一定会加倍努力学习，做自立自强的人，

不成为社会的负担。”近日，大英特校的

孩子们接过遂宁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遂宁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送上

的礼物后，用手语对大家表示了感谢。

记者获悉，为让这些特殊孩子感受到

社会的关爱，遂宁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遂宁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不定

期深入到定点联系的大英特校看望慰问

残疾儿童，为他们送去学习用品、生活用

品、常用药品以及各种小礼物等。此次，

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去了价值 20000余元

的物品。志愿者们还和孩子们开展了各

种互动游戏，心理辅导，手工剪纸、绘画

等，让孩子们在活动中快乐成长。

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负责人何利平

表示，关爱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一

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而特校儿童作

为未成年人中的特殊对象，更需要社会

力量的帮助和保护。市未保中心将继续

关爱、支持、保护特校儿童，加强对其思

想品德教育、心理素质教育、特殊教育等

方面的教育，帮助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困

难，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让特殊未成年

人能尽早走入正常学校，与普通孩子一

起上学，以后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全媒体记者 何敏）

“你照顾一家老小，我负责挣

钱养家。”作为丈夫，黎容志常这样

对妻子说。他以实际行动承担起

了养家的责任。

实干的黎容志从一名普通化

验员做起，32 岁便担任盐厂副厂

长。正当一家人生活渐渐步入正

轨 时 ，不 幸 再 次降临这个幸福的

家庭。

1997 年，盐厂破产，黎容志下

岗，家庭顿时没有了收入来源。生

活的风雨并没有击倒夫妻俩。此时

两个女儿都在上小学，为保障一家

人的生活、婆婆的治疗费及营养费，

蔡美琼决定全力支持丈夫创业。

丈夫黎容志先在场镇上做起

卖菜、卖水果等小生意。做生意起

早贪黑，又苦又累，一想到家里的

妻子女儿和需要照顾的父母，黎容

志再苦也不怕。

因为诚信经营，黎容志的生意

很快有了起色。紧接着，他又开始

摸索其他生意。几年后，有了本

钱的黎容志和朋友合伙在保升经

营起了加油站。加之亲戚在成都

开宾馆，赚钱后的黎容志又入股

了宾馆生意。如今，蔡美琼夫妻

俩已经在城区买房，生意经营稳

定。

从小耳濡目染母亲对爷爷奶

奶的孝顺，父亲在生意上的诚信勤

奋，蔡美琼的一双女儿从小就乖巧

懂事，从小学到中学，成绩总是名

列前茅。在爷爷奶奶瘫痪在床的

时候，两个女儿总是帮着母亲做家

务，照顾老人。

她们先后考上了重点本科，妹

妹更是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海

洋大学，后被学校公费保送攻读硕

士、博士。如今，蔡美琼的小女儿

正在美国加州攻读博士。

逢年过节，两个女儿总是给长

辈们买礼物，一有时间就回家做家

务。用黎容志的话来说：“无论生

活经历了什么风雨，一个贤惠善良

的妻子，两个孝顺能干的女儿，就

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全媒体记者 何敏）

日前，记者从我市召开的 2017
年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工作推进

会上获悉，我市各区县、园区及市级

各部门各级团组织将联合社区、街

道等开展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积

极助力我市创建国家文明城市。

据悉，目前，我市各区县、园区

及市级各部门在志愿服务工作中要

抓好志愿者招募、注册和志愿服务

记录工作，要依托“遂宁市志愿服务

网络信息管理系统”（www.snzyz.net

以下简称“志愿遂宁”）对注册志愿

者登记信息进行清理、规范，删除过

期、无效信息，吸纳有志愿服务意

愿、能胜任志愿者工作的人员进行

登记注册。要对系统内市、区县（园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志

愿服务组织体系进行梳理，完善相

关组织机构，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的

管理。要进一步完善志愿服务记录

制度，社区志愿服务站、志愿服务队

伍、公益慈善类组织等要制定统一

的记录格式，志愿服务活动结束后，

对志愿者的服务进行及时、完整、准

确记录，注明服务时间、服务内容和

服务质量，并录入到“志愿遂宁”为

表彰激励提供依据。社区要建立志

愿服务台账，并将志愿者服务的活

动信息、活动记录汇总到“志愿遂

宁”，做到互联互通，实现志愿者和

志愿服务对象有效对接。

各区县、园区及市级各部门要

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站点建设规范志

愿服务工作，做好党团组织和机关干

部职工与社区结对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要结合实际常态化开展关爱空巢

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及其子女、残

疾人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文明礼仪、文

明新凤、“五进社区”、环保宣传、保护

山川河流、清洁环境等志愿服务活动。

会议要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百日攻坚”期间，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做好志愿服务活动相关资料的收

集、上报、展示工作。要在 6 月 15 日

之前组建一支高素质、强作战力的

机关干部志愿服务队。同时，在 6月

15 日前要建立好志愿者网格化管

理，各辖区要组织志愿者协助城管、

交警等部门开展文明交通、文明劝

导、城市清洁和秩序维护等相关志

愿服务活动。要加大新闻宣传力

度，充分发挥电视、报刊、互联网的

作用，及时、深入、全面宣传报道各

地开展的活动，努力营造浓厚志愿

服务氛围。 （全媒体记者 何敏）

创建文明城市百日攻坚

遂宁将开展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近日，从北京人民
大会堂传来喜讯：2017
年全国“最美家庭”评
选揭晓，四川 35 个家
庭 当 选 2017 年 全 国
“最美家庭”，船山区蔡
美琼家庭成为我市唯
一获得此荣誉的家庭。

今年 52 岁的蔡美
琼和 54 岁的黎容志是
船山区保升乡人。他
们结婚 30 多年来，不
管是遭遇夫妻双双下
岗，还是父母瘫痪多
年、孩子上学等困难，
夫妻俩都同心协力、努
力拼搏，将家打造成温
馨幸福的港湾。妻子
蔡美琼是孝顺的媳妇，
照顾瘫痪公公 9年，已
故瘫痪婆婆 11 年，任
劳任怨；她也是伟大母
亲，培养了两个乖巧懂
事的女儿，一个重本毕
业后已在杭州安家，一
个正在美国加州攻读
博士；她还是贤惠妻
子，当好丈夫的贤内
助，全力支持丈夫创
业。丈夫黎容志在单
位倒闭后自强不息做
各种生意，不但负担
起一家老小的生活开
支，还在城里买了房，
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如今一家人生活幸福
美满，成为大家称赞
的榜样。

无论是在船山区保升乡还是如

今蔡美琼居住的小区，只要说起蔡

美琼，街坊邻里无不竖起大拇指称

赞 :“她真是个难得的好女人，以单

薄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庭，上孝父

母，下培子女，扶持丈夫，用青春和

汗水筑起了一个‘最美家庭’”。

1986 年，船山区保升乡 21 岁的

裁缝蔡美琼和 23 岁的保升盐厂工

人黎容志结婚了。婚后，夫妻俩一

直和公婆住在保升老家。两个可

爱的女儿相继出生，小家庭虽不富

裕却幸福温馨。

1989 年，就在大女儿 2岁、小女

儿半岁时，不幸降临在了这个家

庭。婆婆熊生秀在做家务时突发脑

溢血 ,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却落

下了半瘫以至后来全瘫的后遗症。

面对需要照顾的两个幼女和瘫

痪的婆婆，24 岁的蔡美琼主动挑起

了家庭的重担。她一边料理好家

务，一边鼓励丈夫在 工 厂 好 好 工

作，不要为家事分心。每天早晨 6
点，蔡美琼按时起床，为一大家人

做好早饭后，就将一家大小的衣

服、婆婆夜里换下的尿片等拿到河

边清洗。洗衣回家，她给婆婆洗漱

喂饭后，又伺候两个孩子。自己将

早饭囫囵下肚后，又得为一家人的午

饭忙活了。

时间一天天流逝，孩子们一天

天长大，婆婆的病一天天加重，从

最初的半瘫到后来的全瘫痪在床，

吃饭和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解决，

蔡美琼从来没有叫过脏和累，一照

顾就是 11 年。

“那个时候，没有洗衣机，奶奶

的尿片、脏衣服裤子都是妈妈用手

洗。即使是冬天，也是拿到河里去

洗，妈妈的双手常常起冻疮。”在

两个女儿的印象里，蔡美琼不仅是

温 柔 的 妈 妈 ，还 是 孝 顺 老 人的榜

样。

2000 年婆婆去世后，为了减轻

丈夫的负担，蔡美琼找了一份制药

厂的工作，因为工作勤奋努力，常

被评为先进职工。这时大女儿已

考上重本，小女儿也已考上市重点

高中，这样安稳的日子仅过了 5 年

多，2006 年 3 月的一个下午，81 岁

的公公黎荣玺又突发脑溢血，晕倒

在家。因发现及时，公公被成功抢

救了回来，但也落下了瘫痪的后遗

症，生活不能自理，蔡美琼再次担

起了照顾瘫痪公公的重担。

由于公公年事已高，且又是瘫

痪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护理起来非

常麻烦，但作为儿媳的蔡美琼却做

到了很多儿女都做不到的事。和护

理婆婆时一样，怕公公长褥疮，她天

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公公扶到藤椅上

坐一会儿，晚上也常常起夜给公公

翻身；只要天气好，她就和丈夫一起

把公公推下楼晒太阳、呼吸新鲜空

气，和邻居拉家常；为了防止公公吃

饭时突然呛咳把食物吸到气管里引

起肺部感染，每次喂公公吃饭她总

是很慢很细心；为了让老人保持清

洁干净，她让女儿在网上买了推发

器，自己学着给老人理发，到夏天

更是每隔两天就将公公扶到马桶

上坐着给公公洗澡……因为她细

致的照顾，公公婆婆卧床期间从未

长过褥疮，被大小便弄脏的床单也

总是及时清洗，房间里没有丝毫异

味。

2012 年，公公患上了糖尿病，

蔡美琼为了护理公公，学会了注射

胰岛素。公公住院期间只能吃流

食，为了保证营养，蔡美琼每顿都变

着花样给公公做饭，然后坐公交车

送到医院。短短一个月，她因为奔

波劳累瘦了 8 斤。长期给公公治病

的医生说，像她公婆这样脑溢血瘫

痪病人，最多活个五六年，但他们

能活 10 多年，且活得这么有尊严，

离不开蔡美琼无微不至的照顾。

2013年，公公患上了老年痴呆，

经常晚上大声说胡话，还在床上乱

动，有一次甚至摔下了床。这一摔

可吓坏了蔡美琼，怕公公再次摔倒，

她在公公的床边放了折叠床做挡

板，晚上睡觉也特别浅，听着公公房

里有动静就赶紧起来看看。如今，

公公已 92岁高龄且病情稳定。

每每被人问起为什么能十年

如一日照顾老人时，质朴善良的蔡

美琼总说：“老人也不想生病，生病

了特别可怜，作为儿女的照顾他们

是理所应当的。”

孝顺儿媳 20余年悉心照顾瘫痪公婆

夫妻同心 为家打拼当好女儿的榜样

蔡美琼照顾瘫痪公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