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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省城南川东路街道办事处南酉山

村，92 岁的熊延邦患病已有十余年了，
连说话都很困难。每逢有人前去探望，
老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家里有个好
儿媳。自从老人患病后，儿媳程凤莲就
一直在身边照顾，端水喂饭、翻身按摩，
伺候老人日常起居。逛街、跳广场舞对
程凤莲来说都成为一种奢侈，但她从来
没有一句怨言。

近日，西海都市报社区记者前往熊
老先生家时，48 岁的程凤莲正在给老人
喂药。她把茶缸递到老人嘴边，老人吃
完药后，程凤莲拿开茶缸，帮老人擦干
嘴。

“我爸年纪大了，吞咽有些困难，喂
水的时候得格外注意，茶缸里水多了会
呛到他，水少了又喝不着。”程凤莲喂药
时记者观察发现，家里很干净。

程凤莲介绍，2003年，老人身体出现
不适，腿脚不便，不能走路，也就是从那
时起，程凤莲一直在老人身边，伺候老人
的日常起居。“前几年公公胃口挺好，现
在胃口不行了，每天我都想着法子做些
既有营养又好消化的饭。”程凤莲说。

程凤莲每天 6 点起床给老人做早
饭。天暖和的时候，程凤莲和丈夫会把
老人抱到屋外晒晒太阳。老人喜欢听小
品和故事，他们从手机上下载下来经常
放给老人听。

每逢有人来探望老人，老人会很激
动，虽然言语上没法表达，但他会一直竖
着大拇指，笑着点着头。“这是老人在夸
儿媳，别看老人动不了，心里都明白。”邻
居军兴说。

邻居们都夸她
一提起程凤莲，邻居们都夸她：“这

个儿媳妇没的说，因为照顾公公，她平时
根本没时间出门，偶尔碰见说不了两句
话就着急往家走。”

程凤莲常说：“作为小辈，孝敬老人
是应该的。”

熟悉程凤莲的邻居介绍，原本程凤
莲可以找份工作，但为了照顾老人，她就
没去找工作。邻居李女士说，自从老人
患重病后，程凤莲把心思全部放在老人
身上，她照顾得很细心，老人精神好，身
上从没长过褥疮。

有一次，程凤莲回娘家，回来的时候
晚了些，公公看不到她就生气了。程凤
莲将做好的拉面递到老人手边，公公耍
小性子不吃。直到凌晨，程凤莲见公公
没吃晚饭，便做了老人最喜欢的馒头，趁

热喂给他吃，公公看到热乎乎的馒头，开
心极了。

邻居说他有福气，老人却比画说：
“都是儿媳妇照顾得好，让我多在世上活
了几年。”

对程凤莲而言，早已将公公当作自
己的爸爸。“谁都有老去的那一天。”程凤
莲说，她的行为也是受到父母的影响。
母亲教导她，为人妻为人母，就得尽到一
份责任，好好伺候公公，就是对他们最大
的回报。

好儿媳照顾九旬患病公公十多年
本报记者 王晓宁 文/图

◎近日，城东区泰宁社区
康西居委会组织党员和居民
代表开展了“党的十九大在我
心中”演讲比赛。 （季蓉）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需要
咨询，请告诉西海都市报社区
联络站，联系方式为微信：在公
众号中搜索“西海社区”并关注
即 可 ；邮 箱:476964112@qq.
com；热线电话：13997165075、
18397088518、18597105830。

(席窗烛)

关键词：新农合
一读者反映：她的女婿今年 54 岁，一直

在乐都区社保局缴纳新农合，女婿想知道像
他这种情况对退休年龄有规定吗？

乐都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
答复：缴纳新农合没有退休年龄一说，请该
读者拨打电话 0972-8621061详细咨询。

（季蓉）

关键词：首付
一市民反映：他想在湟中县买套二手

房，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他的公积金余
额，可以提出来当首付吗？

青海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答复：二手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话，需要在
二手房过户后，拿着契税和增值税发票来中
心提取。咨询电话：6515471。 （季蓉）

关键词：免费
一市民询问：宾馆里的厕所能否免费开

放？
西海都市报社区联络站工作人员答复：

按有关规定，商业、集贸市场、文化娱乐、交
通场站、加油（气）站、宾馆、饭店、医疗机构、
旅游景区（点）等场所的社会公厕，应当在服
务时间内免费开放。鼓励其他社会公厕免
费开放。收费的社会公厕免费开放的，区主
管部门或者园区管理机构应当与其签订服
务协议。 （席窗烛）

本报讯（记者 张普）近日，有读者向西
海都市报社区联络站咨询：小区车位能出售
给业主以外的其他人吗？

据了解，根据《青海省物业管理条例》第
七十四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用于
停放车辆的车库、车位，应当首先满足业主
的需求。建设单位应当与物业买受人在商
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车库、车位的出售、附
赠或者出租方式、租售价格、租售时间、租售
期限等内容。

建设单位不得将物业配套的车库、车位
出售给业主以外的其他人。业主要求承租
尚未出售并空置的车库、车位的，建设单位
不得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出租。在满足本
物业管理区域业主、物业使用人的需求后，
车库、车位有空余的，可以临时出租给其他
人，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违反《青海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七十四
条规定，未按规定出售或者出租车库、车位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小区车位能卖给
业主以外的人吗

本报讯（记者 燕卓）今日是大雪节气，
天气开始变得更为寒冷。大风、大雪天气
将会经常出现，气温骤降，患感冒、气管炎、
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的人会比平时多好
几倍。

●注意饮食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养生专家谷可

说，大雪节气，室内气候干燥，新鲜蔬菜减
少，会造成维生素 B 缺乏而诱发口角炎。
因此，居民应多喝水，多吃水果和蔬菜。

“在这个节气，居民在饮食习惯上，可
以进补了。”谷可说，进补时在饮食上适当
多吃大蒜、韭菜、辣椒、生姜、香菜、洋葱、山
药、桂圆、栗子及杏脯等性属温热的食物，
有助于御寒。不过，由于天气干燥再加上
饮食不当，很容易使人上火并患口疮，还要
注意控制数量。同时，注意少吃肉食，多吃
蔬菜和温性水果，宜多喝粥。

●注意起居和运动
大雪节气，要注意保持情绪的稳定、平

和，起居和运动要有规律。冬季日短夜长，

要注意早卧迟起，不要熬夜，不要过早起床
晨练。

●注意防寒
大雪节气，居民应注意风邪和寒邪的侵

入，尤其是头部和脚部。一些疾病的发生，
与不注意保暖有很大关系。谷可认为，人体
的头、胸、脚部位最容易受寒邪侵袭，所以，
这三个部位一定要注意保暖。

●注意情绪平和
要注意情绪平和，许多疾病，是由于情

绪引起的。例如，因为情绪不稳和起居无规
律易引发青光眼——一种致盲眼病，此病多
在冬季寒冷的月份发作，其症状有：眼痛、眼
胀、视力减退，并伴有头痛、恶心等症状。所
以，平时一定要保持稳定的情绪，避免精神
紧张和过度兴奋;注意起居要有规律，不在
黑暗处久留，防止瞳孔扩大引起眼压增高。
晴朗的天气下，适度参加户外活动，因为这
样可增加眼底血管氧气的供应，减少血液中
二氧化碳的聚积避免眼压升高，气候寒冷的
恶劣天气里，要尽量减少外出。

大雪节气养生注意啥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联系电话
1859710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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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播 站

程凤莲
给 公 公 喂
药。

近日，省城南川东路
街道办事处瑞驰社区组织
辖区小学开展关爱未成年
人法律知识讲座，引导未
成年人树立法律意识，遵
纪守法。

本报记者 王晓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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