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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延陵镇行宫黄连岗村的
王忠守和王玲美是一对肢残夫
妻，他们在生活中虽然有诸多不
便，但是两人相敬、互爱，彼此搀
扶度过了整整30年，着实让村里
人羡慕。“我这辈子啊，既不幸又
幸运，能嫁给你这么体贴的丈夫
心满意足了！”王玲美深情地对丈
夫说道。“我应该感谢你，是你给
了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给了
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王忠守笑
着回复妻子。简单的一问一答，
流露出夫妻二人之间的深厚感
情。

22岁壮小伙偏娶“肢残
女”

说起两人的结合，如今 52岁
的王玲美回忆起来，依然感触良
多。王玲美和王忠守既同村又同

龄，年轻时相知却不相识，后经家
人介绍后，两人互生了好感。只
是，王玲美心存顾虑，并没有将自
己的心意表露出来。“当年我的手
和脚都不如常人，而他正是帅气
的壮小伙儿，我不能拖累人家
啊！”王玲美说道。

原来，王玲美 19 岁那年，因
在田间洒农药没有及时戴帽子，
农药渗进了头部皮肤导致中毒，
之后经抢救捡回了一条命，可四
肢却落下了残疾。“双手、双脚都
没有力气，特别是双脚无法正常
走路，走着走着就会摔倒。”王玲
美称，她自知自己不能与健全人
相比，即便心中对年轻帅气的王
忠守颇有好感，但依然未表露心
意。之后，她也听说有媒人陆续
给王忠守介绍对象，内心更加觉
得结缘无望，便放弃了。

然而，让王玲美感到意外的
是，王忠守却在她做思想斗争的
时候，把前来相亲的姑娘一一回
绝了，他特地赶到王玲美家表白，
称自己只对王玲美有感觉，并不
在乎王玲美的肢体有残疾，还表
示会心甘情愿地照顾她一辈
子。

有这样一个人愿意照顾自
己，是何等的幸运！王玲美最终
抛开顾虑，在两人都是22岁的美
好年纪里组建了一个温馨的小
家。

31岁丈夫成了“我的残
友”

婚后的王忠守和王玲美恩爱
有加。为了改善生活，勤劳又有
责任心的王忠守一边照顾着王玲
美的日常起居，一边在外面干瓦
匠赚钱，日子虽过得清苦，但温馨
和美。“他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帮我
把菜、饭准备好，还把农活干了，
之后才去做工。”王玲美称，丈夫
对她体贴入微，生怕她因家务劳
累影响身体，尤其是累活、重活都
抢着干。到了冬天，王玲美的手
容易生冻疮，王忠守索性把洗碗
的活儿都包揽了，从来不让她沾
手。为了防止王玲美走路摔倒，
王忠守根据妻子的握力习惯和腿
部特征，亲自做了木制拐杖，之后
又担心她行动不便，便一口气做
了三四个同样的拐杖，分别放在
王玲美随手就能拿到的几处地
方，可谓细心周到。

然而，这样的幸福画面却被
1998年夏天的一场意外打破，王
玲美始终忘不了那断肠的一天。

“家人一开始瞒着我忠守做工出
了事故，直到事发后一个月我才

见到躺在病床上的丈夫。”说到这
里，王玲美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
下来。原来，在外做工的王忠守
被钢管打断中枢神经导致高位截
瘫，双腿再也站不起来了。得知
这个噩耗，王玲美几度晕厥，根本
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同样无法
面对现实的还有王忠守本人，一
想到自己今后要与轮椅为伴，一
度心灰意冷，他有过让王玲美另
嫁他人的念头，甚至还想过轻生，
可最终被王玲美的坚持打动，两
颗受伤的心靠得更近了。只是，
他们谁也没想到，昔日的恩爱夫
妻，在31岁那年竟成为了互帮互
助的“亲密残友”。

两个肢体都有残疾的人在一
起生活谈何容易，用王玲美的话
来说，他们搭配起来做一件简单
的家务都要花很长时间。王玲美
干不了重活，行动越来越不便；刚
刚坐上轮椅的王忠守也极为不适
应，由于下肢失去知觉，上厕所这
样的小事也成了难事……此外，
生计成了最大的问题。之后，经
夫妻俩商量，王玲美用所剩不多
的积蓄在村里开了一爿小店，王
忠守则买了一辆残疾车，载客赚
点钱，一家人的生计终于得以勉
强维持。

30年风雨唯记“欢乐时
光”

命运对王忠守、王玲美的考
验是残酷的，但回顾婚后30年来
经历的风风雨雨，夫妻二人感触
最多的不是痛苦的回忆，而是两
人相伴时的幸福欢乐时光。

闲暇时，王忠守喜欢照顾小
动物，这个爱好得到了王玲美的
支持，多年来，夫妻二人收养了不

少流浪狗、流浪猫。之后，王忠守
又养了一些鸽子，为此，王玲美特
地给鸽子们安了一个舒适的家
……在精心照顾这些小动物的过
程中，两人的心靠得更近，温馨的
小家里时常传出欢乐的笑声。

除了养一些小动物外，王玲
美对花花草草也十分感兴趣。作
为丈夫的王忠守为了让妻子每天
都能过得像“花儿”一样，自学花
草栽种技巧，在屋前特设置了一
处“花圃”，只要是王玲美喜欢的
花他都学着种，每到开花时节，看
着美丽的花和妻子的笑容，王忠
守心中感到无比幸福。

旅游是王忠守和王玲美共同
的爱好。近年来，夫妻二人在社
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们的帮助
下，经常相伴走出家门，享受大自
然的美好。他们先后去过盐城、
扬州、无锡等多处景点，每到一
处，他们都形影不离，出双入对，
让周围人感动之余又羡慕不
已。

你是我的“拐”，我是你的
“杖”，这是王忠守和王玲美恩爱
日子的真实写照。30年来，之前
王玲美每一次艰难步履的背后都
有丈夫结实肩膀的支撑，而王忠
守受伤后无数次上下轮椅，离不
开妻子的帮助。多少个傍晚，王
玲美缓缓地推着轮椅上的王忠守
走在村中的小道上，留下的是幸
福温馨的剪影……

你是我的“拐”，我是你的“杖”

肢残夫妻相互搀扶度过30个春秋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李珍珍

屋前赏花是夫妻俩日常幸福的小时光。
记者 张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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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妇幼保健院成为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
医院，也是丹阳地区唯一一家入选医院。其中产科
建立了高危产科、病理产科、孕期营养专科、妊娠期
糖尿病及产后康复保健专科等特色专科，长期与上
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镇
江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合作。

开设的丹阳第一家产后康复治疗中心，引进了
国际上先进的产后康复仪，运用国际标准和技术，及
时对产妇的乳腺、生殖道、腹肌、盆底肌进行形体康
复，减少了妇科、乳腺疾病的发生率。

【二院妇科】丹阳市重点专科
长期与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协作，诊疗技术

在丹阳地区处于领先水平。
妇科特色：妇科在全市率先开展了腹腔镜、宫腔

镜等微创手术，对宫腹腔镜联合诊治不孕症、妇科肿
瘤以及盆底器官脱垂等疾病有丰富的经验，目前90%
以上妇科手术均在微创技术下完成，并能独立开展
多项宫腹腔镜下的四级手术。妇科门诊均由副主任
医师及以上资深医师坐诊，周末及节假日无休。计

划生育门诊常年开展无痛人流、药流、上环、取环和
计划生育指导咨询服务；宫颈门诊规范开展宫颈癌
的筛查，常年开展阴道镜、宫颈微波、超声聚焦、LEEP
刀治疗等医疗服务。

【孕妇学校】现场授课，每月普及孕期
知识

市妇幼保健院通过医生现场授课的方式，每月
向准妈妈准爸爸普及孕期知识，帮助孕妈安全渡过
妊娠、分娩和产褥期并掌握一定哺乳知识和技巧，养
育一个聪明健康的小宝宝。

内容具体、全面，欢迎孕产妇前来听课。时间为
每周六的 9：30-10：30，地点在妇幼保健院三楼产科
门诊宣教室。

注: 如遇特殊情况，专家门诊时间或有变动，预约咨
询电话：86989030

外院专家门诊

早孕是指妊娠 13 周末以前。

约有半数妇女在停经 6周左右出

现畏寒、头晕、乏力、嗜睡、食欲缺

乏，厌恶油腻、恶心、晨起呕吐等

症状，称为早孕反应。

早孕检测方式有很多种，最

常见的检测方法有早孕试纸检

查、血HCG检测、B超检查。准妈

妈们建册应从确认怀孕开始，越

早越好。

早孕保健是指在妊娠13周以

前（即 12 周+6）到医疗保健机构

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及进行第一

次产前检查，以便对准妈妈们做

到：

1.“三早”：早发现、早检查、早

确诊。

2.指导孕妇于孕早期避免病

毒感染和接触各种致畸物质。

3.有异常症状或发现高危因

素及时进行指导和干预。

尽早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

进行早孕检查，预防出生缺陷，保

障母婴安全。

丹阳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

做好孕期保健，从早孕建册开始

时间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专科

消化内科（上午）

放射科

儿科（上午）

妇产科（上午）

放射科

消化内科（上午）

心内科（上午）

内分泌科（上午）

关节外科（上午）

骨科（上午）

超声科（上午）

超声科（下午）

乳腺科

超声科

耳鼻喉科（上午）

医院、专家、职称

江苏大学附院何亚龙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附院邹金梅副主任医师

南京儿童医院吴红梅主任医师

上海红房子医院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附院刘文新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附院何亚龙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附院姜正南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附院专家

江苏大学附院专家左华主任

镇江359医院王俊主任

江苏大学附院沈楚副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附院张歆副主任医师

上海国际和平妇保院邵玉国主任

祝芳华主任

江苏大学附院陆汉强副主任医师

妇保院，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

课程内容

产房秘密早知道

母乳喂养

孕期营养

时间

10月12日

10月19日

10月26日

主讲人

汤茹

张旭云

唐雅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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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格达 10 月 7 日电

伊拉克总统萨利赫7日呼吁与示
威者举行全国包容性对话，避免
抗议活动进一步升级。

萨利赫当日对全国民众发表
讲话，呼吁示威者在国家框架内
参加建设性和真诚的对话，确保
向民众通报改革进程，与各城市

青年举行直接和日常会晤。他呼
吁保持克制，避免抗议活动进一
步升级，防止外来势力干预。

萨利赫表示，伊拉克尊重民
众权利、自由和宪法，任何对和平
示威者、安全部队和媒体工作者
的袭击都是不能接受的。他要求
调查过去几天发生的暴力冲突。

当天，伊拉克政府批准了一
揽子改革方案，包括为低收入群
体建造数千套补贴住房、为失业
者提供津贴、为青年提供培训和
贷款等。

萨利赫说，他支持政府基础
性的部委改组以改善政府服务，
激活政府机制。

伊拉克内政部最新数字显
示，连日来伊拉克多地示威抗议
活动引发的暴力冲突导致 104人
死亡、6107人受伤。伊联合行动
指挥部发言人拉苏尔7日发表声
明说，在经过几天的冲突后，示威
活动当日得以缓解，局势已得到
控制。

自 1 日起，伊拉克多地爆发
示威，抗议政府腐败、服务不力及
高失业率。除首都巴格达外，示
威抗议活动蔓延至济加尔省、瓦
西特省、穆萨纳省、纳杰夫省和巴
士拉省等伊拉克中部和南部省
份。

新华社华盛顿10月7日电 美
国马萨诸塞州阿宾顿镇发生一起
枪击谋杀案，一家5口7日被发现
丧命家中。

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县检察

官克鲁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
说，阿宾顿镇警方于当天早晨接到
报警电话，在抵达一处公寓后先后
发现5名死者。初步调查显示，他
们都死于枪伤。克鲁兹说，死者分

别是1名43岁男子、1名40岁女子
以及3名不到12岁的未成年人，他
们是亲属关系。马萨诸塞州法医
办公室已经接手相关工作，将负责
查明他们的死因。

依据《丹阳市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
实施细则》（丹政办发【2019】118号）文件
精神，现将司徒镇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
房申购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情况及本次可供房源情况
1、由丹阳市白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司徒镇公共租赁住
房共有产权房项目，位于丹句路北侧、薛
甲路南侧。房源总数为：住宅 238套以及
地下自行车库 101 间、地上自行车库 51
间、地上汽车库 49间；其中住宅 25套、地
下自行车库4间、地上自行车库13间已用
于122省道项目拆迁安置。

2、本次供应的可选房源为：住宅 213
套、地下自行车库 97间、地上自行车库 38
间、地上汽车库49间。住宅面积在85.58~
189.65 平方米之间，均为现房，毛坯交
付。住宅销售基准均价为 5980元/㎡，地
下自行车库 4000 元/㎡，地上自行车库
4500元/㎡，地上汽车库5980元/㎡ 。

二、申购对象及条件
1、新就业人员，需具备以下条件：
（1）大中专毕业生自毕业的次月起计

算，毕业不超过8年；
（2）持有本市户籍或居住证；
（3）有本市手续完备的劳动合同或聘

用合同，以及社会保险缴费情况证明；
（4）本人及家庭成员在本市建成区无

私有住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市政
府规定的保障标准；

（5）在提出申请之前的5年内，家庭成
员未发生过住房交易行为（原住房人均建
筑面积低于市政府规定的保障标准的除
外）。因救治家庭特重病人(恶性肿瘤、器
官移植、慢性肾功能衰竭透析）等特殊情
况将家庭成员的原住房转让的，满 2年即
可申请。

2、外来务工人员，需具备以下条件：
（1）丹阳户籍以外的，在本市务工人

员；
（2）有手续完备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

同，以及社会保险缴费情况证明；
（3）本人及家庭成员在本市建成区无

私有住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市政

府规定的保障标准；
（4）在提出申请之前的5年内，家庭成

员未发生过住房交易行为（原住房人均建
筑面积低于市政府规定的保障标准的除
外）。因救治家庭特重病人(恶性肿瘤、器
官移植、慢性肾功能衰竭透析）等特殊情
况将家庭成员的原住房转让的，满 2年即
可申请。

3、丹阳市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需具备以下条件：

（1）家庭成员中有一方具有本市建成
区城镇户籍且达到 3年，家庭成员之间具
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者扶养关系，且共
同生活；

（2）申请人为25周岁以上已婚人员或
离异达3年以上，或者年满28周岁以上的
单身人员；

（3）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含家庭财
产）低于政府规定的中低收入标准；

（4）家庭成员在本市建成区无私有住
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市政府规定
的保障标准；

（5）在提出申请之前的5年内，家庭成
员未发生过住房交易行为（原住房人均建
筑面积低于市政府规定的保障标准的除
外）。因救治家庭特重病人(恶性肿瘤、器
官移植、慢性肾功能衰竭透析）等特殊情
况将家庭成员的原住房转让的，满 2年即
可申请。

4、共有产权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所在
地（镇、街道）范围内棚户区改造对象需具
备以下条件：

2017年7月1日后列入棚户区改造项
目计划范围内的对象。

此类对象可参与申请、选房、缴款等
程序，待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并搬迁
完毕后，方能交付房屋。若征收（拆迁）期
满后未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的，将取
消购房资格，退还原购房款（不计息）。

计户方式为以一个不动产权证为一
户，一户具有购买一套共有产权公共租赁
住房的资格。

三、审核及发放申购资格证
经审核并公示，对符合司徒镇公共租

赁住房共有产权房申购资格的对象，发放
申购资格证。

四、选住宅及车库方式（本次采用抽
签方式）

1、抽签：按司徒镇公共租赁住房共有
产权房申购资格证编号顺序，抽取选住宅
及车库顺序号；

2、住宅及车库选购（地下自行车库、
地上自行车库、地上汽车库均简称车库，
选住宅时可一并选购车库，每套住宅最多
只可选车库一间，住宅及车库均采取先选
先得选完为止的原则）：

A、申购人根据选住宅及车库顺序号
的顺序，按每10个选住宅及车库顺序号为
一组进入选房现场，即 1~10 号，11~20 号
……以此类推，住宅及车库选完为止；

B、每组选择时间为 15 分钟，选好住
宅及车库的申购人及时到工作人员处登
记确认并发放《房屋确认书》；

C、如有两户及以上选房时同时选中
同一套住宅及车库的，按选住宅及车库顺
序号先后顺序确定所选住宅及车库；

D、如三次报到选住宅及车库顺序号，
选房人不在现场的，选房正常进行，该选
房人自动延后，下一轮次依次选房；

E、取得申购资格的申购人（或受委托
人）未按时到现场抽签的视为放弃抽签选
房权利；

F、抽签选房操作过程由市住建局、司
徒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市公证处
进行现场公证。

五、权利与义务
1、购房人取得共有产权公共租赁住

房后享有全部份额房屋的使用权，缴纳全
部份额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管理费
用及其它各项使用费用。购房人购买共
有产权公共租赁住房时应按规定缴纳个
人产权部分的契税。

2、共有产权公共租赁住房不得设定
除购房贷款外其它抵押权，抵押时抵押部
分只限于个人持有的产权部分，且需经持
有共有产权的建设单位同意。

3、不动产登记时须注明：①权利性质
栏：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②附记栏：购

房人与建设单位各自持有的产权比例。
4、购房人持有的产权比例不得低于

70%，自购房发票开具时间不满 5年的，不
得上市转让。

5、购房自购房发票开具时间满 5 年
的，需要上市转让的，若购房人产权占
100%，出售时不需征求建设单位意见。若
建设单位持有产权的，建设单位在同等条
件下具有优先回购权。建设单位决定不
回购的，购房人可向他人转让，建设单位
必须无条件同意其出售。共有产权公共
租赁住房上市转让后，建设单位按照不动
产权证书中记载的持有产权比例获得总
价款（按市税务局契税缴纳基数作价）的
相应比例房款。

6、在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期间，购
房人可以购买建设单位产权，形成完全产
权。自首次购买产权之日起 5年内，购房
人按原购买价格购买剩余产权份额；5年
后购买的价格根据届时市场价经评估确
定。

7、在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期间，建
设单位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就其持有产
权部分对应的使用权向购房人收取租
金。租金标准由市经济发展局会同住建
局制定。

六、申购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1、申购人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
2、婚姻状况证明；
3、房产情况证明；
4、因特殊困难转让房屋的家庭，须提

供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的医疗证明；
5、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七、报名说明
1、报名时间：
2019年10月12日-2019年10月21日

的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2、报名地点：丹阳市司徒镇薛甲村委

会（锦绣熙城小区西侧）
3、联 系 电 话 ：0511-86819866、

0511-86819986

丹阳市司徒镇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9日

司徒镇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申购公告

新华社华盛顿10月7日电 美
国国会众议院7日向国防部、行政
管理和预算局分别发出传票，要求
它们各自按要求提交总统特朗普

“电话门”事件有关文件，以配合众
议院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国防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尚
未就传票作出回应。

在此之前，白宫、美国国务院、
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分别收
到众议院发出的传票，副总统彭斯
也被要求提交有关文件。美国国
务院日前错过了传票要求提交有
关文件的最后期限。

特朗普正身陷一起“电话门”
事件。今年8月，美国一名情报界
人士匿名检举特朗普7月与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对方
调查其政治对手、美国前副总统拜
登及其儿子。白宫还采取某些措
施“封锁”二人通话内容记录。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与泽连
斯基通话前，特朗普命令代理白宫
办公厅主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
长马尔瓦尼冻结一笔价值约4亿
美元的对乌军事援助，马尔瓦尼随
后通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向国防
部、国务院传达了这一指令，但没

有详细解释缘由。白宫于9月才
解冻这笔援助。

“电话门”事件震动美国朝
野。民主党指责特朗普滥用职权
谋求个人政治利益并寻求外国势
力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特朗普则
表示，他要求乌方调查拜登父子无
关政治，只是因为反腐败。他还反
复抨击弹劾调查是对他的“政治迫
害”。

拜登于2009年至2017年任美
国副总统。他今年4月宣布竞选
下届美国总统，被特朗普视为主要
竞争对手之一。

伊拉克总统呼吁全国对话避免抗议升级

美众议院要求政府部门配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美国马萨诸塞州发生枪击谋杀案 一家5口丧命
新日美贸易协议正式签署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7日，美国华盛顿，日驻美大使杉山晋
辅和美国通商代表部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白宫正式签署一份
新的贸易协议，美总统特朗普也参加了这次签字仪式，并在会上
发言。特朗普在仪式上说：“这项协议将大幅削减美国的贸易赤
字，为经济增长带来最好的机会。对农民和牧场主来说，这是一
个很大的转折点。”日媒称，美方希望这项协议能在2020年1月1
日生效，协议的内容包括要求日本降低对美农产品的关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