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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她能多活几年，我能
多陪她一天是一天。”8月21日，在位于十二
师头屯河农场同和·幸福城一社区的家里，
73岁的男主人李洪生忙里忙外，74岁的女主
人王华清静静地坐在躺椅上，脸上洋溢着幸
福笑容。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日子一天天像
流水般过去，李洪生用自己的行动印证着对
妻子的浓浓爱意，担起对家庭的责任，40多
年如一日照顾着患有脊髓空洞症的妻子王华
清，那份矢志不渝的深情令人动容。

1968年秋天，21岁的李洪生经人介绍结
识了王华清。相处一年多后，1969年国庆
节，他们举办了婚礼。结婚后的生活平静而
又甜蜜，李洪生在头屯河农场一连浇水班工
作，王华清在蔬菜班工作。丈夫勤劳能干，妻
子温柔贤惠、勤俭持家，一双儿女的到来更为
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不少乐趣。

“那时候，她特别能干，不仅工作上是一
把好手，把家里也收拾得井井有条。”回忆起
往事，李洪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天有不测风云。从1975年开始，王华清
时常觉得四肢无力，因为工作忙，她也没太在
意，不料病情逐渐加重。李洪生带着妻子到
乌鲁木齐市各大医院求医问药，妻子的病情
始终未见好转，直到1986年，40岁的王华清
已经无法行走。

1991年，李洪生带着王华清在新疆医学
院（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
时，她被确诊为脊髓空洞症，这种病在当时属
于罕见病，患者会出现身体一侧或两侧肌无
力及肌张力下降症状，并逐步丧失自主行动
能力，晚期甚至会截瘫。王华清做了开颅手
术，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李洪生说，妻子手术后的那几年是他最
艰难的时候。为了给妻子做手术，他四处凑
钱，每天都期待着妻子能好起来。不料日子
一天天过去，妻子的身体却没有任何好转，后
来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但是，李洪生一直坚
定一个信念：一定要把妻子照顾好，守护好这
个家。

白天给妻子洗漱、做饭、喂饭、喂药，晚上定时帮妻子翻身，看似简单的
事情，在妻子患病初期，李洪生却总是手忙脚乱。付出了无数个日夜的辛
劳后，他已经驾轻就熟，在认真工作的同时，把家中大小事务操持得井井有
条，将妻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当时，家庭经济拮据、妻子需要医治、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家庭的
重重困难没有让李洪生懈怠工作，每天出门工作前，他都会将妻子和孩子
的生活安排妥当，才去忙自己的事情。

秋收农忙时节，作为连队机务班唯一一辆大马力拖拉机的驾驶员，他
早上6时多就赶到地里工作。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忙完工作忙家
里，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为了避免妻子久卧在床出现肌肉萎缩的后遗症，李洪生每天都坚持为
妻子按摩，放松肌肉。几十年过去了，妻子的身体没有因为久卧在床而消
瘦无力，这都离不开李洪生每天无微不至的照顾。

在李洪生的精心照料下，患病多年的王华清仍然精神健旺，说话中气
十足。丈夫多年来的陪伴与守护，让她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对生活充满
向往。

虽然医治无望，但李洪生依然坚持带着妻子寻医问药，多年来，只要王
华清觉得不舒服，李洪生一定会带着她去医院治疗。王华清说，这些年，李
洪生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要么硬扛，要么就自己在药店买点儿药。

王华清心疼他，一次又一次提醒老伴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两人甚至为
此发生了争执。“你身体这个样子，不能大意！”“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没
事。”你来我往，老两口打了一个又一个回合的口水仗。

这些年，李洪生一直保持着带老伴到户外转转的习惯。“有了空闲，我
就带老伴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李洪生说。

2007年，退休后的李洪生成了老伴的“专职保姆”，他买了一辆电动三
轮车，拉着王华清在团场周边四处转悠，头屯河农场周边地区他们跑了个
遍。2018年年初，老两口还回了一趟王华清的老家四川省成都市。虽然两
人没去旅游景点，王华清却开心极了。

面对日复一日没有尽头的照料，有没有想过放弃？李洪生的答案是否
定的，他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夫妻患难才能见真情。”40多年的相伴相
守，李洪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婚姻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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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平凡的夫妻，一个平凡的
家庭，却时时感动着我们。40多年
来，李洪生和王华清夫妇的生活虽
然坎坷，却一直充满温馨和谐。

多年来，李洪生对患有脊髓空
洞症的妻子王华清不离不弃，用浓
浓爱意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担起
对家庭的责任，那份矢志不渝的深
情令人动容。

退休后的李洪生有了更多时间
陪伴老伴，他还报名参加了社区老
年志愿者服务队，经常和队友们一
起去独居老人家里帮忙干家务活

儿，每月还定期给社区居民磨菜刀、
剪刀。谁家有事，李洪生都会尽力
帮忙。李洪生说，自己是幸运的，老
伴能有说有笑地陪在他身边，每天
两个人说说话，生活得很充实。他
要将这份幸运传递给社区居民，为
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多年来，李洪生用默默守候生
动诠释了“丈夫”两个字的深刻内
涵，诠释了一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
和担当。不论疾病还是苦难，夫妻
俩不离不弃，一直相伴相守，没有风
花雪月，却是人世间至深之爱。

28 个春夏秋冬，他始
终坚守在司法岗位上，服
务于家乡的父老乡亲。
他把最美的青春奉献给
了家乡，把最温暖的爱写
进群众心里，群众亲切地
称他为“自家人”。他就
是四师七十一团司法所
所长李强。

8月21日一大早，五师九○团居民
李慧慧正忙着给线上订购的客户发货。

受疫情影响，五师各团场部分农
产品出现滞销现象。为解决农产品销
售渠道滞塞问题，越来越多的职工群
众开始尝试做起了电商，利用“直播带
货”的方式为特色农产品打开销路，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李慧慧就是一名

“直播手”。
“我们家种植了20亩葡萄，自制的

葡萄干还蛮好吃的。2017年，我刚生
完孩子，不想在家里闲着，就试着在网
上推广了一下，结果反响还挺不错，此
后我就走上了直播卖干果的道路。”李
慧慧向笔者说起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刚开始网络直播时，李慧慧一个
“粉丝”也没有，在直播间只能一个人
“尬聊”，她一度想放弃。为了缓解直播
压力，李慧慧专门到别人的直播间观看

学习，然后对着屏幕练习如何与网友互
动，同时多方收集产品各方面的信息，
增加直播时的信息量。如今，通过两个
月的经营，她的直播间每天都有固定的

“粉丝”，点赞数和关注度不断提高。
今年29岁的杨淑雅是双河水控电

商公司副总经理。今年8月，她建立了
一个名叫“电商公司助农同城购”的微
信群，每天在群里发一些五师双河市自
产的农产品信息，群友们积极响应订
购，好评连连。

“今年气候好，葡萄产量高、口感
好，眼见葡萄一天天成熟了，吸引客商，
把葡萄卖出去，成为种植户最大的愿
望。从8月初开始，我每天都会接到来
自不同团场果农的电话，让我帮忙推销
家里的葡萄，所以我建立了同城团购微
信群。”杨淑雅告诉笔者建立这个微信
群的初衷。

为了缓解果农压力，她和公司其他
人一起火速注册了网店，组建了助农微
信群，帮本地更多的农户解决销售难
题。杨淑雅说，以前觉得电商“高大
上”，跟自己没多大关系，通过学习才知
道，电商能为职工群众致富带来新的力
量。

“在网络销售和直播销售发展较为
成熟的今天，公众对农产品‘直播带货’
这种销售模式已基本接受，并且关注度
越来越高。”杨淑雅说，五师双河市的特
色农产品种类多、品质好，她想与种植
户一起，把身边的特色农产品放到网上
销售，探索出一条致富的新路。

据了解，从8月5日至今，这个小小
的微信群已经收到货款1.2万元。

“我很喜欢在网上购物，尤其是通
过观看直播购物，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现在直播购物十分方便，二维码一扫，

地址填好，货一会儿就
送到家门口。”双河市
楚星绿城小区居民徐
文婷说。

用“直播带货”方式销售农产品，可
以通过网络下单、快递发货，消费者只
需轻点手机，即可在家坐等收货，在当
前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消费者可以避
免出入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人员聚集
场所，因而备受青睐。“直播带货”方式
实现农产品线上线下一体销售，农产品
从产地直接被送达消费者手中，跳过中
间销售渠道，能有效降低成本，给消费
者带来实惠，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网上带货、线上销售’的经营方
式为五师双河市特色农产品带来一条
新的销售之路，为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
富、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增添了一抹亮
色。”杨淑雅说。

五师双河市电商通过五师双河市电商通过““直播带货直播带货””方式方式————

撑起农产品销售一片天
●雷蕾 白雪

▲疫情防控工作中，李强（中）为团场居民送
生活物资（资料片）。

李洪生为妻子梳头（资料片）。 向浪 摄

李强（左）了解记录群众诉求（资料片）。

●兵团日报驻四师记者站 李惠 文/图

用用爱心爱心与与耐心耐心架起连心桥架起连心桥
———记四师七十一团司法所所长李强—记四师七十一团司法所所长李强

今年49岁的李强出生在七十一
团，是土生土长的兵团二代，1989年
2月入伍，1992年2月，退役回到
家乡的他，一直从事司法
工作。他与乡土有着
天然的情结，他常
说，自己出生于
职 工 群 众 家
庭，是群众的
孩子，最懂群
众的疾苦，
他把为民服
务、解民忧，
作为自己根
植家乡的初
心和使命，从
而为之真情奉
献，因此赢得了
群众的广泛赞誉。

深入基层解民忧

“所长，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们
的调解，挽回了我们的家庭。”

“我意识到离婚对孩子伤害最大，
我们决定不离婚了，好好过日子。”

前不久，李强在司法所调解完一
起离婚诉讼，重归于好的夫妻俩向他
表示了感谢。像这样的民事纠纷，经
他调解后，化解率达98%以上。

基层司法所是司法行政部门最
基层的力量，肩负着人民调解、基层
法律服务、法律咨询、普法依法治
理、社区矫正、刑释人员安置帮教、
协助处理矛盾纠纷等工作任务。对
于繁杂且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作为
司法所所长，李强总是倾尽全力。

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28 年
来，李强走遍了七十一团9个连队，
在条田林地、困难群众家里、纠纷现
场……他累计调解民事纠纷近3000
件，先后接待来访群众 4000 余人
次，办理各类信访案件200余件，解
决集体访、告急访近百件。

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李强
积极组织基层人民调解员做好相关
服务工作。在忠实履行职责，积极
投身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他充分

发 挥 熟 悉 民 情 的 特
点，通过电话、微信等方

式，多举措调解矛盾纠纷，尽量避
免面对面或多人聚集在一起进行调
解。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过程中，
他详细告知团场群众法律顾问的电
话或推送微信名片，满足群众在不
便外出情况下的法律需求，及时解
答群众在法律方面的疑问。

基层调解复杂琐碎，群众的事
无小事。在李强厚厚的调解记录本
里，记载着调解的小纠纷占绝大部
分。这些小矛盾和小纠纷，如果调
解不好，就会出现影响团场稳定的
大问题。李强以爱心和耐心，架起
了与团场群众心灵相通的连心桥，
在调解工作中做到“小事不出连，大
事不出团，矛盾不上交”，将大量矛
盾化解在基层，筑起了维护团场稳
定的第一道防线。

基层司法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就是上为团场分忧，下为群众解难，
用法律武器为团场和群众服务。 李
强脚踏实地为团场群众办实事，维护
他们的权益，将全部的爱给了群众。

勤作法律传播人

七十一团现有基层调解委员

会 30 个，人民调解员 160 名，李强
带领这支队伍为七十一团的经济
社会发展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具
体工作，为团场的发展充分发挥了
法律的保驾护航作用。

李强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带领全所干警开展了深入细致
的调查摸底工作后，针对不
同对象确立了普法方
案 ，结 合“ 法
律六进”

活动，通过广播、板报、法制讲座、
法律知识竞赛等方式，大力宣传法
律知识，田间地头、邻里院落……
都是他普法的好学校。在李强和
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团
场群众的法律意识得到了较大提
高。

28 年来，李强先后组织法制
讲座上百场次，法律知识竞赛 10
余次，举办大型法律宣传活动 30
余 场 ，接 待 法 律 咨 询 3000 余 人
次，发放法律书籍及宣传资料上
万册。

作为司法所所长，李强始终不
忘自己的职责，非常注重业务学
习。他知道，如果不努力学习，不
及时用新知识、新观念武装自己，
就无法以情动人，以法育人，更无
法做好团场普法、调解等一系列工
作。日积月累的不断学习，使李强
能在具体工作中娴熟运用法律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在调解纠纷时
有理有据地架起与群众的连心桥，
疏通群众心中的千千结，当好维护
团场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守护
员。

辛勤耕耘，必将收获累累硕
果。李强多次荣获四师可克达拉
市、七十一团“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人民调解员”称号；2007 年，他
荣获“兵团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
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他
所负责的七十一团司法所连续多
年被该师市评为“先进司法所 ”

“政法系统先进集体”，2010 年，该
司法所被司法部授予“全国模范人
民调解委员会”荣誉称号。

◀李强（右一）为社区居民解答问题（资料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