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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19 年前患病
瘫痪，哥哥、母亲先后
去世， 她把父亲接回
家，和丈夫一起悉心照
顾老人。 这对 50 岁的
农村夫妇的孝行感动
着邻里。

“他养我小，我养他老”

女儿接病瘫父亲回家照顾
父亲患病头两年 她天天在娘家照顾
母亲哥哥先后去世 她将父亲接回家
今年 50 岁的罗小英和妻子荀振平家住
陕西省洋县谢村镇四红村，在村里一提起他
们夫妻俩照顾病瘫父亲 19 年的事， 村民们
都说，这两口子确实不容易。
3 月 5 日上午， 记者来到了荀振平家，
在靠里的一间卧室内，火炉旁边，她 81 岁的
父亲荀爱民穿着新棉衣、新棉裤坐在靠背椅
上，荀振平正在给父亲喂饺子。 荀振平一边
招呼记者一边解释说：
“
（父亲）不敢感冒，一
感冒全身就僵硬，连口水都喝不下去。 ”因
此每到冬季， 丈夫就在老人房间内搭起炉
子， 她也给父亲准备棉衣棉裤和厚被褥，就
是为了让老人少感冒。
原来，荀振平娘家在谢村镇后湾村，距
四红村只有 5 公里。 1991 年，她和丈夫罗小
英经人介绍认识结婚， 并于 1996 年生下大
女儿。 而就在 2000 年，当时 58 岁的父亲荀
爱民突发脑溢血，经过全力救治 虽然保住
了命，却落下严重后遗症。 荀振平说，父亲
刚开始得病那两年，右腿、右手一点都不能
动，不能说话、挪步，吃饭得让人喂。 由于身
子动不了，拉在床上是常事，几乎天天要清
洗。“我母亲身体很差，哥哥伺候不好，嫂子
在外务工，我就和妹妹轮流照顾父亲。 ”荀
振平说，那时女儿只有 4 岁，她几乎天天住
在娘家，和哥哥、妹妹、妹夫、丈夫一起搀扶
父亲做恢复训练， 平时还得抽空回家种庄
稼。 2005 年，荀振平的小儿子出生，就在自
己怀孕及给儿子哺乳期间，她也是让丈夫前
去代替自己照顾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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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人悉心照料下， 荀爱民慢慢能说清
一两句简单的话，在别人搀扶下开始能迈小步，
睡在床上也能独立翻身了。 可就在一切往好的
方向发展时，意外却接二连三降临。
2009 年 9 月， 荀振平的哥哥突发脑溢血，
经抢救后勉强保住了性命，但失去了劳动能力。
看到这些，嫂嫂领着女儿离家出走再没回来。从
此， 荀振平便频繁地带着 4 岁的小儿子往返娘
家。 2013 年下半年，荀振平的哥哥和母亲先后
因病离世。处理完母亲后事的第二天，荀振平便
与丈夫将父亲拉回了自己家照料。从此，照顾父
亲的责任就完全压在了夫妻俩身上。

老人一晚起夜七八次 女婿夜夜守床旁
“
将父亲接到家里的那一刻，我悬着的心一
下子踏实了。 ”将老人接回家后，细心的荀振平
不光照顾老人的身体，也想法抚慰老人的情绪：

她将卧室里的床、桌子、衣柜与窗子的位置，布
置成与父亲家里完全一致，“这样能使父亲还像
住在老家一样。 ”
5 日，记者在老人 20 余平方米的卧室里看
到，房子中间摆放着炉子，床边是一把铺着皮垫
的靠背椅； 靠窗位置一张桌子上摆着 10 多盒
药，桌子两边分别是一张床。荀振平说，两张床，
一张是父亲的，另一张则是丈夫的。
荀振平说，老人每天夜里都要起夜七八次，
所以为了方便照顾，丈夫便将床安在了旁边。而
自从照顾岳父以来， 罗小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
觉。他每天早晚给老人量血压、洗脚、洗脸、擦洗
身子、处理污物，白天还要就近到城固县城去打
零工挣钱养家。 而说起照顾岳父，罗小英说，他
9 岁丧父，13 岁丧母， 大哥结婚后就搬了出去，
从小他就和患有精神疾病的二哥相依为命。 而
就在 2017 年 10 月，二哥也因车祸去世，这么多
年来，岳父家的遭遇让他感同身受，对于妻子，
“
照顾岳父虽然辛苦，但
他不仅理解，也很支持，
有岳父在，我觉得这个家就是完整的。 ”

治病花光积蓄 她说“他养我小，我养他老”
荀振平夫妇照顾病瘫父亲的孝举， 得到了
邻里的同情与肯定。 2017 年除夕前夜，老人突然
旧病复发，而此时，荀振平 12 岁的儿子也正发
着高烧。 夫妻俩在邻居帮助下将老人送上 120
急救车，一同去了医院。 孩子却浑身发烫，陷入
了昏迷，还好送医院后，孩子病情缓解。
邻居罗继林知道这事后， 心疼地数落了她
一番。 此后每当老人发病要送医院时，罗继林等

星
期

2

地方卫视台
3 月 19 日
（二月十三）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1

09:25 剧场：启航(28)
10:17 剧场：破阵（1-2）
13:13 剧场：平凡岁月(43)
14:02 下一站，别离（1-3）
通川频道
20:05 共产党人刘少奇（1-2）
（广电4 电信134）
中央电视台 -2
08:20 把爱带回家（57-60） 13:08 川味
12:25 皇子归来之欢喜知府（30） 19:28 消费主张
琅琊榜（1-7）
中央电视台 -3
19:40 今日通川(首播）
13:25 非常6+1
20:00 通川播报(首播）
19:30 向幸福出发
20:20 幸福照相馆（27-28）
中央电视台 -5
22:35 铁血武工队传奇
10:33 2019男子网球大师赛
（12-14）
19:30 2018/2019中国男篮联赛

邻居就成了荀振平照顾家庭的好帮手。“振平太
不容易了！ 有她这活生生的例子摆在这，再加上
县里这些年大力弘扬孝老爱亲好传统， 我们村
好多年都没出现过不孝敬老人的现象了。 ”罗继
林说。
“我只想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好父亲。
他养我小，我就要养他老，有父亲在，家就在。 ”
(华商）
面对将来的生活，荀振平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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