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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婆用爱唤醒植物人儿媳
文/图 秋实

非常视点
70岁的德州宁津人银丕芝，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六口之家。可是她做梦都
没想到，儿媳会因车祸成为植物人。为了挣钱给儿媳治病，她穿着米老鼠的人
形卡通衣，不顾高龄和天气炎热，接连出现在济南公园、广场等地方，寻求市民
合影筹钱，然后再回到医院继续照顾儿媳。
“只要有一点希望，我就不会放弃儿
媳妇。”最终，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用特别的爱成功“唤醒”儿媳……
遭遇车祸
儿媳被撞成植物人

日夜陪伴
婆媳胜似母女

2016 年 12 月 13 日，王海梅转
今年 70 岁的银丕芝是宁津县 到了济南一家康复医院继续治疗。
杜集镇银相公村人。几年前，虽然 刚刚转来时，王海梅依旧处于昏迷
她的老伴身体不好失去了劳动能 状态，一天六次喂饭、排泄都得需要
力，但对于儿孙双全的银丕芝来说， 人工辅助，银丕芝就当起了儿媳的
一家人过得还算幸福。
全职“保姆”
。
2016 年 8 月 31 日，银丕芝原本
然而，对于银丕芝来说，除了每
幸福的家庭遭遇了不幸。当晚 7 点 天精心照顾儿媳身心俱疲外，最大
多，她的儿子银永胜下班骑摩托带 的问题还是治疗费用。因为前期她
着儿媳王海梅回家，回家路上与对 们已经欠下不少债务，如果再筹集
向一辆准备超车的小轿车迎面相 不到相应的费用，儿媳的治疗将会
撞，儿子银永胜受了轻伤，儿媳则当 难上加难。一天，在给儿媳喂完饭
场昏迷不醒。
后，银丕芝把儿子银永胜叫到一边：
宁津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 “我在这里照顾海梅，你出去打工挣
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显示， 点钱，能挣多少算多少，总比在这里
王海梅头部、躯干部、四肢损伤较为 等着好……”
严重，特别是脑部挫裂伤，伴有神经
看到母亲愁眉苦脸的
系统症状和体征，被评定为重伤二 样子，第二天，银永胜便早
级。
早离开医院，回到先前工
次日凌晨 1 点，银丕芝赶到宁 作的地方。
津县医院见到了从重症监护室推出
那段时间，为了让儿
来做检查的儿媳。联想到平时身体 媳吃好喝好，银丕芝一天
健康的儿媳，看着眼前躺在病床上 要做七八顿饭，每次都是
不能动弹的儿媳，银丕芝顿时泪如 用嘴尝尝温度再给儿媳喂
雨下。
饭，然后再用小勺一点点
起初，银丕芝觉得，儿媳被及时 喂，
一滴滴地喂水。
送到医院救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治
因为总是在没白没黑
疗就能康复出院，但出乎她意料的 的情况下度过，银丕芝硬
是，儿媳王海梅虽然被及时送到医 生生累瘦了 30 斤。
院救治，但因伤势较重，在那里住了
就这样，银丕芝硬是
一段时间后，病情始终不见好转。 坚持伺候儿媳 200 多个日
此时，仅靠种地为生的银丕芝一家， 夜，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自
已经花光了家里仅有的几万元积 己辛苦点没事，能将儿媳
蓄。
妇治好就行。
”
万般无奈之下，银丕芝自己在
一天，银丕芝听一个
医院照顾儿媳，让儿子银永胜四处 病友说，按摩和与病人交
筹钱。虽然亲戚朋友得知她们一家 流 有 助 于 儿 媳 恢 复 记 忆
的不幸遭遇后，都为她们慷慨解囊， 时，银丕芝坐不住了，她悄
但因为大多数亲戚朋友都是靠种地 悄跑到一家针灸按摩店，
为生，她们借来的为数不多的钱很 让人家给她按摩，期间跟
快花光。
人家偷学了一些简单的按
银丕芝正在东营上大二的孙女 摩要领后，回到医院就给
知道妈妈王海梅出事，一家人正在 儿媳做按摩。从此，给儿
为治疗费犯愁时，决定利用业余时 媳按摩成了她的一项“重
间外出做兼职挣钱。一个月后，孙 要任务”
。
女买了一部智能手机邮寄给银丕
清明节前，在征得医
芝：
“ 妈妈要是病好了就给妈妈用， 院同意的情况下，银丕芝
要是病不好，就让手机随她去，我要 带着儿媳回了趟老家。那次回家，
尽一个做女儿的孝心。
”
她把儿媳交给老伴和孙子照顾，跑
在当地县人民医院住了一段时 到地里把家里的小麦浇了一遍。返
间不见好转，银丕芝一家把儿媳王 回济南的当晚，银丕芝专门找出家
海梅转到了县中医院。出乎银丕芝 里的相册，又拿出手机给老伴、孙子
意料的是，王海梅在中医院住了 50 和孙女录音。
“ 医生说了，多让海梅
多天后，
还是没有苏醒过来。
回忆往事和增加与亲人的交流，有
“儿媳今年才 46 岁，25 年前就 助于对她的治疗。”看着家人异样的
嫁入了我们家。孝顺、还能干，是我 眼光，银丕芝解释说。
们家‘顶梁柱’，我已经把她当成了
“奶奶，你为我妈付出得太多
亲闺女。儿媳倒了，对这个家来说 了，谢谢您！”银丕芝话音落地，一旁
就意味着天塌了。”银丕芝不禁放声 的孙子流着眼泪说。
“奶奶没事。为
痛哭：
“ 我们不能放弃她，再难也要 了你妈妈好起来，我受再多的苦也
救她。”万般无奈之下，银丕芝经过 值得。”说完，一家人抱在一起，流泪
和儿子商量，把儿媳王海梅转到了 不止。
济南继续治疗，期待发生奇迹。
“2014 年，我感到身体不舒服，
但是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我忍

着病痛没跟家人说。儿媳王海梅发
现我身体不适后，没有告诉在外打
工的老伴和儿子，便执意带着我去
医院检查。没想到，我被查出得了
子宫瘤。为了筹集手术费，儿媳海
梅才把老伴和儿子叫回家。就这
样，海梅在医院照顾我，老伴在家照
顾孩子，儿子在外打工挣钱。我住
院的 26 天里，海梅一直在医院守
着，像照顾亲妈一样照顾我。”我现
在用心照顾儿媳，其实也是在报答
儿媳。
在外人眼里，这对历经苦难的
婆媳感情，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的
母女情。

扮“米老鼠”
筹钱救儿媳

转了转就返回到医院。
4 月 18 日一大早，银丕芝走出
位于祝舜路的病房，步行 1 公里，坐
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公交车，去了位
于济南西郊的森林公园。对于一
个一辈子仅走出过一次县城的农
妇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而
那仅有的一次出行，便是陪儿媳妇
从老家来济南治伤。
当天济南的气温是 24℃，银丕
芝顾不上多想，很快套上如棉衣一
样的木偶服装，顶着头套。也许，
那套米老鼠装是老人见过最重的
“戏服”，但这个米老鼠人偶却是公
园里孩子们和市民见过的最可爱
的卡通形象……
装扮成米老鼠，在公园里走了
一段路后，银丕芝累得满头大汗，于
是她摘下头套坐在路边休息，
“装扮
米老鼠的竟然是位白发苍苍的老
人！”银丕芝露出真容后，大家都很
吃惊！在别人不停追问她装扮米老
鼠的原因后，银丕芝才迫不得已讲
出了儿媳不幸遭遇车祸的经过。银
丕芝说完，在场者被老人和儿媳的
情感所打动，于是纷纷拿出 10 元、
50 元、100 元金额不等的钱，塞到银
培芝手里。
“之前带孩子去过迪士尼公
园，对米老鼠印象很深，刚才看见
了就忍不住了。”一位年轻的妈妈
说，孩子看到米老鼠后，非要合影，
一连拍了好几张。事实上，很多孩
子看到银丕芝扮的米老鼠后，都抑
制 不 住 心 里 的 兴 奋 ，纷 纷 上 前 合

激，大家也对她的善良和坚强充满
了敬仰与感动。

用爱“唤醒”儿媳
被誉“中国好婆婆”
一个多月前的一天，银丕芝给
儿媳按摩完，想去楼下买些生活用
品，她转身刚要离开，就听身后的王
海梅说：
“妈，谢谢您！”儿媳的声音
虽然很微弱，但就是这句含混不清
的话，银丕芝的天亮了！
“周医生，海梅能说话了！”第二
天，儿媳的主治医师周海燕刚上班，
银丕芝就迫不及待地说道。
闻听此言，周海燕也是一脸兴
奋。经过进一步检查，周医生说，治
疗两个月后，渐渐恢复意识，到有了
简单的言语交流，说明治疗方案可
行有效。
“ 按照康复计划，争取过一
段时间，可以让她实现生活自理。”
周医生进一步解释说，医学上的生
活自理是指可以自己吃饭、穿衣并
独立行走，但完全恢复体力需要长
期治疗。
周医生坦言：
“若是家庭财力允
许，王海梅完全可以在两三个月实
现基本生活自理后实行进一步的治
疗，有望恢复劳动力。若是出院后
仅依靠在家自行恢复，她继续劳动
的可能性很小。
4 月 20 日下午 2 点多，德州宁
津县的领导专程到医院看望了银丕

银丕芝在街头装扮成“米老鼠
米老鼠”
”
看着儿媳在病床上受罪，家里
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怎么才能挣到钱，治好儿媳
呢？”那段时间，伺候完儿媳，银丕芝
就一个人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发呆。
一天，银丕芝刚坐到走廊里，忽
然观看到她在老家经常看的“生活
帮”节目，联想到节目中有不少孩子
穿着卡通服装在广场、公园里演出
等场景，银丕芝眼前一亮：
“ 我要扮
成米老鼠外出挣钱？”
有了这个想法，银丕芝一阵兴
奋。晚上她打听到售卖米老鼠等玩
偶之类的地址，第二天就一路打听
跑过去，如愿买了一个米老鼠造型
的卡通服装。
一开始，因为不熟悉当地的交
通，她只是拿着米老鼠玩偶在附近

影，也有的孩子要求米老鼠可以抱
抱自己。
“没想到扮人偶会这么辛苦。”
银丕芝说，起初她还能勉强应付，当
有孩子跑到她身边要求合影时，她
还能蹲下身子。但很快，银培芝就
觉得喘不过气来，眼前一阵眩晕。
在满足一位小姑娘的合影后，她踉
跄了两步，险些跌倒，身旁的人看出
了异样，赶忙上前扶住她并摘掉帽
子，拉她坐在路边休息。
“ 虽然装扮
米老鼠很累，只筹集到几百元钱，但
当我想到躺在医院受罪的儿媳时，
我就充满了力量……”
那次以后，银丕芝接连去了泉
城广场、医院附近小区等地装扮“米
老鼠”为儿媳筹钱。不管别人给多
少钱，银丕芝都是面带微笑充满感

芝一家，并将筹集到的五千多元善
款交给银丕芝老人。与此同时，济
南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秘书长宋超
说，作为济南宁津同乡互助会成员，
他们在得知银丕芝一家的不幸后，
互助会成员在第一时间为老人开展
募捐，现在已有 60 多人参与，捐款
已达 3 万余元，
“ 捐款数还在上涨，
我们会在看望老人时，把捐款交给
她，
希望能帮她渡过难关。
”
趟在病床上的王海梅说：
“我现
在之所以渐渐恢复了意识，除了在
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的作用，与婆婆
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也有很大关
系，正是婆婆的坚持和不放弃，才让
我有了战胜伤情的勇气和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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