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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一家亲 凝心聚力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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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县塔拉滩上的全国首个千
万千瓦级太阳能生态发电源，自 2012
年规划建设以来，规模和效能都在稳
步发展。截至目前，园区规模达到
609.6 平方公里，光伏总装机容量达到
1.92 万兆瓦，新型清洁能源已成为海
南藏族自治州优势产业。园区内龙
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是目前全球
最大水光互补项目，此项技术的突
破，为我国清洁能源提供了互补的新
型发展模式，在全球开创了传统能源
与新能源协调运行的先河。

（记者 晓娟）

共和生态发电成优势产业

本报讯 （记者 晓娟） 深入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是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的有效载体，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举措。共和县
委、县政府牢牢把握“民族团结是各
族人民的生命线”这一核心，举全县
之力，大规模、全领域强力推进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促进各民族和睦
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全县呈
现出经济平稳增长、民生持续改善、
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共和县始终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扎实
有序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营
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浓厚宣传氛
围，健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机制；牢固树立民族团结的思想观
念，增强民族团结的自觉意识；进一
步深化创建内涵，完善档案资料，不
断提升创建工作水平，扎实的工作得
到了省内外各兄弟县的效仿学习。

为了提高全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讲解人员的讲解水平，共和县还
积极开展讲解员培训工作，举办全县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讲解员技能大
赛，检验和提升讲解员队伍实力和水
平，培养了一批优秀讲解员队伍。与
此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创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县万人签名活
动，实现创建工作全社会覆盖，全员
参与，营造民族团结、共谋发展的良
好氛围。

共和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活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仓周加在
接受采访时说：“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坚
持常抓不懈，才能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活动全面深入持久地开展。”

如今，共和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的强劲东风吹遍大地，民族团结
创建工作在全县各个领域开花结果，
各族干部群众正用心浇灌着民族团结
进步之花，稳步推进全县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更上一层楼。

记者在一线

共和专刊
共和县委宣传部协办

西海
评说

自大棚房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开
展以来，共和县及时动员部署，明确
责任分工，加大排查力度，健全工作
机 制 ，坚 决 遏 制 “ 农 地 非 农 化 ”乱
象。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建立清理
整治工作台账，列出整治任务清单，
确保限期内完成清零任务。同时,积
极倡导媒体、网络和公众参与,形成
政府、社会、媒体共同监督的工作格
局，为开展大棚房清理整治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

（记者 晓娟 通讯员 周加才让）

大棚房专项整治成效显

从李生梅 1999 年第一次发病到 2001
年瘫痪在床，丈夫赵生福不离不弃地照
顾了 18年。在共和县城北新区二区，这
对半路夫妻的真情故事早已感动了很多
人。

半路夫妻 突遇变故

28 年前，离异的赵生福遇到了有着
相同遭遇的李生梅，两人重新组建了家
庭。婚后，他们没有再生育孩子，赵生
福这个继父把李生梅的两个女儿视如己
出，李生梅也悉心照顾着一家人的衣食
住行，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也其乐融
融。

幸福的生活持续了十年，2001 年的
一天，李生梅突然说话含混不清，口吐白
沫，晕倒在家中，这是她继两年前发病后
的第二次，但这一次，这个比赵生福大 6
岁的女人再也没能站起来。最后经医生
诊断，李生梅因高血压引起脑梗塞，导致
全身瘫痪。治疗一段时间后，医生建议回
家静养。

从那以后，赵生福一边在生活上悉心
照料妻子，一边到处寻医问药。每天，他
都要给妻子做饭、泡脚、按摩、点压穴位；
突遇变故的妻子情绪十分不稳定，常常
以泪洗面，赵生福就安慰她：“你放心，我
会一直陪着你，咱们肯定能把病治好！”
在他的鼓励和照顾下，妻子渐渐从悲伤
和绝望中走了出来。

困难重重 永不放弃

从那以后，赵生福到处寻医问药，
日夜守护在妻子身边。为了给妻子治
病，他跑遍了省内外多家医院，也打听
了不少民间偏方。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
县治病那段时间，他和妻子起初住在当
地离医院不远的一间招待所，随着时间
的推移，手中积蓄慢慢减少，两人只好
选择了离医院比较远的一间小房子租住
了下来，以便节省一点房租。这一住，
就是 8年。

那几年，赵生福每天一睁眼就往返
于医院和租住的小屋之间，凡是医生的
叮嘱，他都一一照做。没日没夜地操劳
和心理上巨大的压力，也让他的记忆力
开始消退。记不住的，他只好用笔写下

来。到了夏天，他就每天为老伴擦洗身
子。为了防止因长期瘫痪造成肌肉僵硬
和萎缩，他每隔几个时就为她翻一次
身，帮她按摩身子，保证血液循环畅
通。

自己生活不能自理，看着丈夫忙前
忙后的身影，作为妻子的李生梅心底不
禁泛起一阵心酸，她艰难地发出咿呀的
声音。日夜在身边照顾的赵生福明白，
那是妻子心疼自己，劝他放弃，每每这
时，他总是坚定地跟妻子说：“你呀，
啥都别想，等病治好了，咱们就回家！”

贴心陪伴 相濡以沫

尽管赵生福充满了为妻子治病的决
心，但也招架不住高额的医疗费，在花
光所有积蓄后，无奈的他只能背着瘫痪
的妻子，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到家后，赵生福和李生梅的事情引
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为他们申请了一
套 50 平方米的廉租房。在政府和周围邻
居的关怀下，赵生福又有了生活的希望，
他东拼西凑买来一辆电动车，天气好时，
就带着妻子出去晒晒太阳，看看风景。

十八年的治病生活，拮据一词早已
不足以形容赵生福的经济状况了。多年
来他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一两个月能
吃一顿肉也是他和妻子的奢侈享受。即
便如此，他还是想让常年卧床的妻子出
去看看风景，换换心情。

去年 6 月，赵生福翻出存了很久的
2000 元钱，决心带着妻子去参加一下贵
德县有名的传统六月会。节日当天，密
密麻麻的人挤满了街道，他不顾自己多
年来的腿疾，硬是背着妻子走完了整个
会场。看着妻子久违的笑容，他心里感
到一阵轻松和前所未有的喜悦。

如今，赵生福还是像过去的每一天
一样，为妻子做饭、洗漱、换洗衣物，
从 40 岁 到 58 岁 ， 他 的 身 体 也 大 不 如
前，但他从未放弃，直到现在，他还在
积极寻求能够治好妻子的良方。

一日夫妻百日恩，赵生福用 18年的
辛勤付出诠释着这句话。采访结束，他
又背起妻子，沐浴在阳光下……

好夫妻演绎人间真情
记者 晓娟

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
头各自飞”。但在赵生福和李生梅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相濡以沫，是相伴相随。
赵生福照顾瘫痪的妻子，这其中的辛酸
是常人所不能体会的，漫长的 18 年岁月，
他用执着诠释了人间的真爱亲情。虽不
在花季执子之手，但与子偕老之心坚若
磐石。反复倾听这对半路夫妻的故事，
感受他十八年如一日的艰辛，记者备受
感动。

十几来，赵生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续写着人性光辉，他的故事不仅
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在社会上引
起极大的反响，当地政府的帮助和周围
群众的爱心支持也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勇
气。他和妻子的故事，感染着我们每一
个人，向我们诠释着家庭美德。或许他
们的家庭不是最美满
的，但赵生福用自己
的真诚、善良和责任
心收获了属于他的幸
福和温暖。

情暖高原的亲情美德
记者 晓娟

共和县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志愿服务点”，于细微处解决了联系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问题，受到一致称赞。图为志愿者身披志愿服务绶带利用中心填单台，以
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展业务咨询、办事引导、文明劝导等服务。

通讯员 马景莲 本报记者 晓娟 摄

共和县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着
力破解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不断改善
发展环境，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
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务服务集
约化、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公开
化水平明显提高；稳步推进国税地税
征管体制改革，组建成立共和县税务
局，完成社保费征管职责划转工作。
同时，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行“多证
合一、一证一码”登记制度，企业登记
实现全程电子化，全县经济活力和创
造力不断增强。

(记者 晓娟 通讯员 才让卓玛)

深化改革促发展

近日，共和县市场监管局协同海
南藏族自治州市场监管局，开展规范
直销企业经营行为和保健市场乱象联
合整治工作，通过查看企业证照、宣传
材料、员工培训资料和销售模式等方
式，对辖区内直销企业和保健市场专
项检查。进一步规范直销市场经营秩
序和切实整治保健市场乱象，助推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记者 晓娟）

整治保健市场乱象手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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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赵生福的家，50 平方米的小屋子干净整洁。妻子李生梅躺在离客厅
窗户不远的小床上，享受着阳光的照耀。客厅中央的电视机被箱子支起来，
赵生福说，那是为了让妻子不费劲就看得到电视，凡是能让妻子舒心的事，
他都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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