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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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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暖人心

余杭区第七届残疾人“爱心家庭”评选请您来点赞
1、王云凤家庭

2、王林娥家庭

3、王雪荣家庭

王云凤，
女，1962 年生，
中泰街道人。
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妹妹，姐
姐王云凤用情呵护，用坚强的毅力当起妹妹的“脊梁”，
诠释了浓浓手足情。
妹妹王雪利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精神开
始抑郁。在患精神分裂症 20 余年、前夫和女儿都弃之
不顾的情况下，姐姐王云凤开始承担起照顾妹妹的重
任。一日三餐、配药吃药、心理疏导，一切都照料得井
井有条，她从未抱怨过一句。每次发病住院都是王云
凤自己在医院当护工照料，每次一住就是两三个月。
二十多年来，王雪利的吃、住、穿、洗、医、行等，都
在姐姐王云凤和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安排得妥妥
贴贴。

王林娥，
女，1948 年生，
径山镇人。
王林娥前夫于 1976 年溺水身亡，留下了三个儿
女。现任丈夫金忠良从临安青云入赘，帮王林娥一起
养育前夫留下的三个孩子，视如己出。
2013 年底，意外摔伤导致金忠良颈椎受损，终日卧
床不起，下半身严重萎缩，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王林娥
也是一名残疾人，自金忠良身残的第一天起，六年来，
凭着深厚的夫妻感情，任劳任怨，细心照料，不管困难
有多大，
她也不曾改变对丈夫的爱。
王林娥作为妻子和母亲，做到了体贴周到、无怨无
悔，照顾好丈夫的同时，也为儿女解除了后顾之忧。妻
子、母亲的无私大爱，让这多灾的家庭充满着温暖与感
动，再大的困难都能微笑前行。

王雪荣，
男，1948 年生，
塘栖镇人。
有这么一对夫妻，妻子先后经历三次中风导致瘫
痪，老伴王雪荣对其不离不弃，悉心照料，几十年如一
日，被邻里乡亲传为一段佳话。
王雪荣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一位有五十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从 1991 年妻子第一次中风开始，
照顾妻子的重任就落在王雪荣一人身上。那时起，王
雪荣就辞去工作全心全意照顾妻子。之后妻子又陆续
两次中风，身体状况更不如前。王雪荣给妻子洗脸擦
身、喂汤喂药，隔三差五给妻子洗澡换衣。不论白天晚
上，每隔两个小时就要起来给妻子翻身，活动手脚。正
因为王雪荣的悉心照料，妻子从未得过褥疮，这一照顾
就是二十多年。

4、厉霞娣家庭

5、华桂仙家庭

6、朱惠松家庭

7、沈伟华家庭

厉霞娣，
女，1965 年生，
乔司街道人。
公公熊友兴今年 86 岁，十年前因突发脑溢血，半
边瘫痪，导致肢体二级残疾，生活无法自理；丈夫因长
期艰辛劳作，患有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和胃病。全家的
生活重担，
落在了厉霞娣一个人柔弱的肩上。
几年前婆婆病逝给了厉霞娣沉痛的打击，但她深
知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坚强地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她
每天推着轮椅充当公公的双腿，公公身体有不适，就第
一时间去医院。一日三餐，喂水喂饭，夏天为防生褥
疮，每天都要给公公擦洗身体。她十几年如一日，无微
不至、不辞辛苦地照顾公婆、丈夫。她对亲人体贴入
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
2016 年 8 月被授予 2016
“浙台孝亲人物”。

华桂仙，
女，1965 年生，
鸬鸟镇人。
三哥潘志良，因意外导致残疾，给他带来了巨大的
压力，脾气也变得急躁、易怒，经常无厘头地发脾气，但
弟媳妇华桂仙，始终理解三哥心里的苦。
夫妇俩每天端茶送饭，清便倒尿，把潘志良照顾得
无微不至，从无怨言。在潘志良苦闷、仿徨、绝望的时
候，夫妇一次又一次从思想上耐心地开导他，让他慢慢
地接受这个事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潘志良在家人的帮助下，没有因
为自己的身体残疾而沉沦下去，而是凭着顽强的毅力，
勇敢地向命运挑战，靠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走出了一
条特殊的人生轨迹。

朱惠松，
男，1971 年生，
良渚街道人。
2001 年 5 月 1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这个家庭
措手不及，朱惠松的父亲经医院抢救了十天还是没能
挽回生命。尚未走出丧父之痛，在父亲的百日之际，妻
子丁国妹在父亲出车祸的地方也出了事故。医生确诊
妻子断了 3 节脊椎，导致下肢瘫痪，从此生活不能自
理。灾难一下子全降临在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里。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朱惠松一如既往，
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大小便失禁的妻子。短短几年，他
带着妻子跑遍了各大医院，一听到人家说比较有效的
偏方就会去尝试，不管花多少钱，就算借钱，都不愿放
弃一点点希望。17 个春夏秋冬，他对妻子不离不弃，照
顾呵护始终如一。

沈伟华，
男，1963 年生，
塘栖镇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丈夫沈伟华是一个肢体三
级的残疾人，妻子吴宝莲是一个视力一级的盲人。
由于吴宝莲是个盲人，生活的重担都压在沈伟华
的身上。从他们走在一起开始，沈伟华每天给妻子洗
衣做饭，家里家外都是他在操办，女儿的出生使沈伟华
的负担又重了些，每天给孩子泡奶粉、换尿布样样都得
自己来。
靠着在福利厂里的一点点微薄的收入以及政府的
补助，沈伟华过着困难而又幸福的日子。生活的重担
没有压垮沈伟华，他乐观坚强，对妻子不离不弃，一路
走来不易，
但仍将一直走下去。

8、沈爱仙家庭

9、余太善家庭

10、陈洪方家庭

11、邵文美家庭

沈爱仙，
女，1956 年生，
崇贤街道人。
她三十几年来照顾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儿子，被当
地村民誉为
“最美妈妈”。
儿子方辉民并不是沈爱仙的亲生儿子，而是从小
领养的，今年 33 岁，四肢瘦小并且扭曲变形，长期卧
床，语言功能基本丧失，只能发出“咿呀咿呀”的声音。
但她并没有将儿子当成负担，而是精心照顾他的衣食
起居。她每天在儿子身边，喂饭、洗衣服、拆洗床单，为
防止儿子肌肉萎缩，
还要揉背按摩。
随着年龄的增大，沈爱仙做很多事情已经力不从
心了，但她总是尽自己的最大所能让儿子过得舒坦，沈
爱仙说：
“他活一天，
我就照顾他一天。”

余太善，
男，1974 年生，
五常街道人。
余太善的女儿余江航于 2009 年出生，出生时手指
和脚趾是畸形的，而后医生还发现孩子不仅仅肢体残
疾，还患有脑瘫，经鉴定是多重残疾二级，无生活自理
能力。
欣喜在噩耗中消退，但是余太善夫妇并未生出任
何嫌弃孩子的念头，全家心中都只有一个想法——怎
样可以让孩子变得和正常人一样。年复一年的坚持，
日复一日的训练，
寒来暑往，终见成效。
喝水是最简单的事情，对余江航来说却是十分艰
难的，但是她最终做到了，她可以走路，可以说话，甚至
可以上学了。是爱让孩子站了起来，是爱让孩子虽然
残疾却依旧快乐。

陈洪方，
男，1970 年生，
运河街道人。
陈洪方家中有四口人，妻子 47 岁，母亲 76 岁，都患
有肢体残疾，儿子目前在余杭高级中学就读。2005 年
妻子张克珍在上班时，同事和其开玩笑吓了她一跳，却
造成她无法说话、四肢瘫痪，四处寻医无法根治。从此
一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妻子需长期照顾，他 14 年来任劳任怨，不离不弃，
辞去了工作，只能做点零工，每天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妻
子身旁。
由于妻子四肢瘫痪、常年卧病在床，平时翻身、吃
饭、喝水、大小便都要由陈洪方照料，同时他还要照顾
年迈且患有肢体残疾的母亲，还要培养儿子，生活对他
来说极其不易，但是陈洪方积极面对，
毫无怨言。

邵文美，
女，1971 年生，
瓶窑镇人。
2011 年，邵文美的父亲因心脏病引起脑梗，当时病
情非常严重，有生命危险，医生让家属放弃治疗。可
是，邵文美不放弃，父亲命是保住了，却彻底失去了生
活自理能力。
8 年多来，邵文美每天早早起床，给父亲洗漱、喂
饭、吃药，忙完后去上班。其它时间由母亲张菊英照
顾。下班回家，邵文美要给父亲按摩四肢，推着轮椅出
去透透气。晚上，邵文美和丈夫邹卫东两人给他擦身、
按摩、洗脚。
邵文美用耐心细心，周而复始地照顾着父亲，没有
好好地休息过一天。正因为家人的精心照顾，父亲的
病情一直很稳定。

12、郑琴芳家庭

13、金来友家庭

14、赵济安家庭

15、胡云芬家庭

郑琴芳，
女，1985 年生，
闲林街道人。
2011 年，郑琴芳母亲张建英被诊断为运动性神经
元病，四肢出现进行性肌肉萎缩，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
力，因父亲长期在外，照顾母亲的重担就落在了两个女
儿的肩上。
为了照顾母亲，两个女儿没睡过一宿整觉。夜里
一听到母亲有动静，就马上起来察看，母亲弄脏衣裤、
被褥，她们从不嫌弃。2016 年因病情严重，母亲被送进
了二院 ICU，至今仍在接受治疗。现在大女儿郑琴芳
已经成家，在余杭二院当了护士，所以她既要照顾母
亲，又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这几年来，姐妹俩以顽强的
毅力、无悔的付出，用爱呵护着这一个家，演绎了孝老
爱亲的感人故事。

金来友，
男，1959 年生，
百丈镇人。
2003 年，金来友的妻子陈凤娇与他人争执，深受刺
激，结果导致神志不清，但因当时家庭经济困难，没有
及时治疗，丧失部分生活自理能力。而那时，家里还有
一位智力低下的儿子和正在读书的小女儿需要照顾，
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金来友一个人身上。
在妻子生病后，金来友几乎没有出过远门，有事外
出时也都是办完事急忙赶回。为了不让妻子乱跑，他
每隔几小时就要看一眼妻子是否待在家中。在丈夫的
精心护理下，陈凤娇的精神状态慢慢好起来。一转眼，
已过了十几个春夏秋冬，但金来友还是每天重复地生
活琐碎，
家里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

赵济安，
男，1939 年生，
南苑街道人。
赵济安夫妻两位老人，加起来年龄已达 165 岁，他
们用无私的父爱母爱，为 49 岁智力残疾一级的女儿赵
力撑起了一片蓝天。
赵力出生 6 个月的时候，赵济安夫妻发现女儿情
况不正常，借了钱带女儿到杭州、上海去看病。直到今
天，赵力也只会叫爸爸妈妈，吃饭、上厕所等日常生活
均需人照顾。近五十年过去了，高烧、肠梗阻抢救、早
期乳腺癌切除，一次次抢救，一次次历经生死……即使
这样，赵济安夫妻俩也从未想过放弃。女儿的一声爸
爸妈妈，一个亲昵的拥抱，让老俩口都觉得欣慰无比。
大爱无疆，正是父母无私的爱，才有今天赵力脸上单纯
幸福的微笑。

胡云芬，
女，1967 年生，
临平街道人。
丈夫陈高忠在 2016 年不幸患脑溢血，导致身体瘫
痪，突如其来的灾难给这个普通的家庭蒙上了阴霾。
在丈夫住院治疗的半年时间里，胡云芬不辞辛苦，
每天家里、医院两头跑，照顾丈夫身体，开解丈夫情
绪。出院回家后，生活的重担又压在了胡云芬的身上，
她每天天不亮就给丈夫翻身、做康复，防止肌肉萎缩。
由于术后原因，丈夫还可能有不定期的癫痫发作，妻子
的心里隐藏着担忧却不能为他人知晓，只能 24 小时照
顾在侧，以免发生意外。三年来，胡云芬默默承受着辛
苦和痛楚，悉心照顾丈夫，关爱女儿，将温暖的小家打
理得井井有条。

16、胡娥英家庭

17、俞香年家庭

18、姚顺荣家庭

19、高娟芬家庭

胡娥英，
女，1951 年生，
东湖街道人。
12 年前，老伴沈坤泉在爬梯子修理屋顶时不小心
摔了下来，送医检查后发现摔伤了神经，最终瘫痪在
床。胡娥英与家人为了他的身体，花费了巨额的医疗
费，带着他四处求医治疗，
并对他悉心地照顾。
在沈坤泉卧床不起的几年里，胡娥英毫无怨言地
为他翻身、擦洗，每天按他的口味准备食物。儿子每天
给他活动按摩四肢，两个女婿、女儿也经常来给老人进
行物理治疗。
几年下来，奇迹发生了，沈坤泉老人从一个每天只
能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的病人，恢复到能慢慢坐起来，甚
至能慢慢地挪步走路。

俞香年，
男，1963 年生，
仁和街道人。
俞香年的儿子俞晓丹 1990 年出生，因出生时缺
氧，造成了小儿性脑瘫，在省儿保治疗近 2 年，并无好
转，尽管看了不少医院也尝试了各种方法，但结果都不
尽如人意，
直到现在生活都无法自理。
近 30 年时间，俞香年与妻子尽心照顾儿子，看似
简单的事情，像吃饭、穿衣、换洗、上卫生间，每天都要
重复多次，以至夫妻俩无法离家太久，晚上不能睡一个
整觉。家中收入减少，俞香年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先后
经历了大小手术 3 次。
虽感觉辛苦，但他们从未想过放弃，只要他们在，
就要给自己的孩子十分的爱。

姚顺荣，
男，1958 年生，
仓前街道人。
妻子周秀娟于 2006 年发生意外事故，颈椎创伤严
重，导致下半身瘫痪，胸部以下身体无法活动，平时生
活基本只能在床上度过。
多年来，丈夫姚顺荣一直用心照顾，每天为妻子洗
脸、擦身、换导尿管、洗衣、喂饭、按摩、翻身，十几年如
一日。夫妻俩还有一儿一女，妻子出事时两个孩子都
还未工作、未成家，姚顺荣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可
他毫无怨言。
姚顺荣的坚韧心志，让我们看到了他对这个家庭
的爱，更让我们感受到爱的伟大、爱的不平凡。

高娟芬，
女，1971 年生，
星桥街道人。
高娟芬的妈妈和哥哥都患有精神性疾病，照顾妈
妈和哥哥的责任一直由高娟芬承担。
她没有固定的工作，为了照顾好家人，买了台缝纫
机在家做些散单。她的丈夫是一名保安，收入不是很
高。但在这个家里，虽然人多、事多，却一直其乐融融，
从未有过矛盾。
2014 年底，高娟芬的爸爸突然倒在家中，最终被诊
断患了尿毒症，每周要去医院血透两次。她不会开车，
于是自己买了一辆三轮车，送爸爸来去医院。父亲、母
亲、哥哥，三个人的生活起居，高娟芬都悉心照料，从来
没有一句怨言。

20、高菊芳家庭

21、戚宝根家庭

22、蒋美丽家庭

23、褚玉英家庭

高菊芳，
1945 年生，
余杭街道人。
高菊芳丈夫退休前从事机械设计，退休后体弱多
病，近十年已动过大小手术十余次。尤其是 2009 年颅
脑开刀后，造成血管性痴呆；第二年又因摔跤致右腿股
骨骨折，丧失走路功能；2012 年，脑卒致左腿残疾；2016
年初，误入甲鱼骨戳穿内肠；2017 年，又因涤静脉血栓
送院手术治疗……
丈夫经历了太多的手术折磨，完全丧失自理能
力。高菊芳承担了日夜照顾的重担，每天照顾他的吃
喝拉撒，
直至晚上安静入睡。
古稀之年的高菊芳从来没有怨言，但一刻都没有
放弃老伴的念头。她说：
“老伴健在，子女孝顺，一家人
其乐融融，
是最幸福的事”。

戚宝根，
男，1959 年生，
乔司街道人。
戚宝根一家四口，老婆陈金连，两个儿子。长子戚
卫东，34 岁，四年前因突患肌无力，患上吉兰巴雷综合
症，导致多重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次
子戚峻琪，19 岁，智力二级残疾，通过杭州特殊学校培
训结业，
现在杭州东兴路一家福利企业上班。
在这 30 多年的时间里，戚宝根两夫妻无微不至地
照顾着 2 个儿子，所付出的汗水和精力超出常人的想
象。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使得他们的生活难上加难，
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带着儿子到处求医，花光了所
有的积蓄。每天，要给长子做物理治疗，洗澡喂饭，天
气好的时候推他出去晒太阳。次子在杭州上班，每天
由戚宝根骑车送到车站，风雨无阻。

蒋美丽，
女，1963 年生，
黄湖镇人。
蒋美丽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她勤俭持家，和蔼善
良。2015 年，丈夫突发脑梗死，从此生活不能自理，帮
丈夫穿衣做饭、喂饭喂药、擦洗身体，成了蒋美丽每天
要做的功课。
4 年多来，她一如既往，无怨无悔，给了丈夫一个妻
子能够给予的一切；4 年多来，她用无怨无悔的真情，唤
起丈夫对生活的信心；4 年多来，她用无微不至的照顾，
为丈夫撑起一片蓝天；4 年多来，她用不离不弃的坚守，
谱写了一曲爱的赞歌。

褚玉英，
女，1949 年生，
南苑街道人。
褚玉英的两个儿子朱文波、朱电波，在青年时期先
后患上精神分裂和精神障碍，病情严重时在家乱砸东
西，还一直外逃闹事，原本幸福的一家，一下变得沉重
不堪。
当时正值中年的褚玉英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
儿子，四处求医。待病情稍微好转，又为儿子的终身大
事操碎了心。2010 年老公去世，儿媳要工作养家，大多
数时间独留她一人照顾两个儿子和孙女、孙子。
她就是这样任劳任怨，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了 22
年。尽管家庭拮据，命运坎坷，但褚玉英始终以乐观积
极的态度积极面对，无怨无悔，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
条。

为进一步弘扬时代精神和社会正气，更好地致
力于营造和谐友爱融合的社会环境，使更多的残疾
人感受家庭与社会的温暖，让更多的困难残疾人家
庭得到社会帮助，打造残疾人事业良好的发展环
境，余杭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决定开展第
七届残疾人
“爱心家庭”选树宣传活动。
经过各镇街及专门协会的推荐申报，全区确定
了 23 个候选家庭。现将这 23 个候选家庭（以姓氏
笔画为序）的事迹公布如下，请广大读者关注余杭
残联微信公众号（右图），为最
感人的 10 户“爱心家庭”点赞。
点赞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5 日
0 时至 4 月 19 日 12 时。
组稿 王杨宁 朱娟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