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程一家人

其乐融融。（夏程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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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学蕊

全心接纳孩子的不完美

“你瞧我家收拾得还可以吧，知
道你要来采访， 我昨晚特意把家里
重新打扫、擦洗了一遍，弄到今天凌
晨一两点。 ”1 月 13 日，记者走进全
国五好家庭合肥市夏程家庭。 女主
人夏程的开场白触动人心，“我想以
最好的家庭状态， 来展现我们家庭
和顺顺的成长故事。 ”

顺顺， 是夏程儿子何恩泽的小
名。 1997 年，这个孩子尚未出生时
就被查出脑缺氧， 会造成先天性智
力障碍。在妇幼保健院工作的夏程，
深知这个诊断结果意味着什么 ，然
而面对医生“中止妊娠”的建议 ，她
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 “母子连
心，孩子已经足月临产，要放弃这个
鲜活的小生命，实在舍不得。 ”夏程
说，丈夫在部队工作忙，妊娠 38 周 ,
腹中胎儿的陪伴， 给了她无限温暖
和安慰。孩子的每一次胎动，做母亲
的每一次温柔抚触， 彼此仿佛都能
感应到。

从决定留下这个孩子开始 ，夏
程和爱人何建武就下决心， 要给孩
子一个温暖的家， 让孩子知道爸爸
妈妈永远爱他，“顺顺虽然没有健康
的身体，但他拥有纯净的笑容，美好
的心灵，他是我们最可爱的天使。 ”

何恩泽从 1997 年出生后，就开
始接受治疗。 夏程带着他跑遍了北
京、上海、山西太原、江苏南京等地
的脑瘫医院， 只要听说哪里的医院
有名气，治疗效果好，她都要带孩子
去“碰碰运气”。 何恩泽每个疗程的
治疗需要住院一个月， 花费好几千
元， 出院回家后还要继续进行针灸
治疗，做康复训练。 求医 8 年、康复
训练 10 多年， 夫妻俩劳心劳力，欠
下一堆债务，却从未想过放弃。

因为病情， 何恩泽小时候总是
踮着脚尖，站立不稳，也无法学会走
路。 何建武跑遍市场，找到一种木质
转椅， 请木工改造成儿子学步的辅
助器。 他还自己动手，为儿子设计了

一款“矫正鞋”。 夏程则自学了儿童
心理学知识，了解特殊孩子的心理，
以便更好地与孩子沟通相处。

坚持不懈的付出， 让何恩泽的
病情一天天好转。 孩子可以站稳了，
学会骑儿童车了， 走路不再踮着脚
尖了……每一点进步， 都让夏程夫
妻欣喜不已。

悉心挖掘孩子的闪光点

2010 年， 在第五届全国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上，13 岁的何恩泽斩
获 50 米短跑、跳远和垒球 3 块金牌。
2011 年，他被评为第三届“江淮好少
年”，省领导亲自为他颁奖。 2015 第
六届全国特奥会，何恩泽摘得 1 金 1
银。 2019 年第七届全国特奥会，他再
获 1 金 1 银 1 铜的好成绩。

“没有特教班，没有恩师刘俊的
培养，就没有顺顺的今天。 ”夏程深
有体会地说。

8 岁以内，是脑瘫患儿的最佳治
疗时机。 8 岁时，顺顺的病情已经明
显好转， 但与正常孩子相比仍有很
大差距，生活无法自理，也无法适应
正常学校的教学和管理。 有时，何恩
泽在学校会受到其他孩子的歧视 、
排挤，偶尔还会被人欺负。 每次听说
孩子受了委屈， 看到孩子伤心的眼
神，夏程夫妻都特别难受。

特殊孩子应该怎么教育、 怎样
融入社会？2007 年，何建武调到我省
合肥市工作。 何恩泽随父亲到合肥
生活，历经几次转学后，进入该市蚌
埠路第四小学特教班就读。 在这里，
他迎来了自己的成长契机。

蚌四小是一所集普通教育 、特
殊教育为一体的综合学校。 学校特
教班建于 1988 年。“学校氛围很好，
特殊孩子与正常孩子长期在一个校
园里学习、交往，友好相处 ，顺顺在
这里不会受到歧视和排挤。 老师们
对特殊孩子因材施教，非常专业。 ”
夏程说，孩子在学校每天都很快乐，
还在特教老师刘俊的悉心栽培下 ，
登上了全国特奥会的大舞台。

“何恩泽刚到我们学校时 ，身
体协调性不太好 ，走路 、上台阶经

常会摔跤 ， 我就带着他练习跑步 ，
训练肢体协调力和柔韧性。 当然刚
开始是跑不起来的 ，只能用一根棍
子牵着他走一走。 ”刘俊老师介绍，
经过一个月的专业训练 ，何恩泽的
跑步能力 、 下肢能力已经明显提
高。 经过长期训练 ，何恩泽的运动
潜能被充分挖掘 ， 成绩突飞猛进 ，
在一群特殊孩子中脱颖而出。

作为我省特奥会训练基地 ，
2010 年，蚌四小组队代表我省参加
全国特奥会比赛 。 何恩泽成功入
选。 老师在学校进行有针对性的专
业训练 。 爸爸何建武则当起 “编外
教练 ”， 每天早晨 5 点准时起床带
着儿子训练 ，风雨无阻 。 刘俊告诉
记者，这次比赛，何恩泽一人夺得 3
枚金牌，打破了我省小选手在全国
特奥会上的个人获奖记录。

齐心协助孩子走人生路

从军 29 年，何建武先后荣获二
等功 1 次、三等功 6 次。 2013 年从
部队转业到省政府驻京办接待处工
作， 何恩泽跟随爸爸进入北京天睿
残疾人培训中心， 后来留在北京就
业。夏程则带着小女儿何海纳，留在
合肥工作、学习。

“我们虽然长期生活在不同的
城市， 但几乎每天都要通过网络进
行‘家庭聚会’，要是因为工作太忙
无法视频和通话， 也一定会微信留
言说明情况。 ”采访中，夏程拿起手
机向记者展示家庭微信群的聊天记
录。 隔着屏幕看到丈夫和儿子一起
冬至包饺子、打乒乓球，夏程的脸上
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结婚 20 多年，夏程夫妻两地分
居 10 年。 夫妻双方始终如一的爱与
信任，对孩子、对家庭的责任担当 ，
是这个家庭的幸福密码。 这个特殊
的家庭，也收到了来自亲人朋友、社
会各界源源不断的关爱。

8 年求医，何建武最多只能把妻
儿送到医院，就要匆匆返回部队。 夏
程的父亲最疼爱这个身体情况特殊
的小外孙。 他主动住到了女儿女婿
家，帮忙照料外孙，全程陪护女儿和

外孙到外地求医，在医院陪房。
刚结婚时， 何建武的账户上只

有 180 元钱。 何恩泽高达 １０ 几万元
的医疗费用中，有部队借款，也有领
导、战友和亲戚朋友的慷慨相助。 何
恩泽小时候喜欢骑儿童车， 却不能
很好地控制速度， 常常在部队家属
大院里 “横冲直撞 ”，有一次差点撞
上了军车。 部队领导知情后，要求所
有车辆进入家属大院都要把车度降
下来，为这个特殊的孩子“让路”。

夏程每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
要带孩子外出求医，无法全勤工作，
按规定拿不到足额奖金。 但每次请
假求医，单位领导都是“一路绿灯”，
从不为难； 有时工作需要实在离不
开，同事们也会主动顶班，接替她的
工作；而每年数千元的“奖金”，单位
总是一分不少地打到夏程的账户
上，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这个特殊
家庭的关爱金。

“建在普通小学的特教班，给了
残疾孩子一个宽松友好的教育环
境， 也为孩子提供了适合他的特殊
教育 ， 开辟了一条成长成才的道
路。 ”夏程说，特奥会比赛规则，同样
为残疾孩子作了充分考量。 她介绍，
特奥会比赛前， 有一个预报成绩的
环节， 即把孩子平时的比赛成绩预
报给大会组委会， 组委会据此进行
分组。 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预赛成
绩相近的孩子， 会被安排在一起进
行决赛。 决赛成绩比预赛成绩上下
浮动不能超过 15%， 否则将取消比
赛成绩。 以跑步为例，特殊孩子比赛
时一般控制不了自己， 有时快有时
慢，有时候还会停下来等一等。 在夏
程看来，特奥会比赛规则的设计，既
照顾到孩子们特殊的身体情况 ，又
能避免有的运动员作弊、隐瞒成绩，
在决赛时再发力快跑。

何恩泽的妹妹何海纳，5 岁时就
获得第六届全国校园艺术节“小金话
筒”主持人大赛（学前组语言类）一等
奖，如今在读初中，品学兼优，多才多
艺。 “我相信在今天这样的和谐社会
里，特殊孩子、正常孩子，都能通过努
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拥有人生
出彩的机会。 ”夏程说。

王海生：群众有所得是我最大收获

■ 本报通讯员 许光照

本报记者 汪国梁

“穿上军装，我是一名战士。脱下军装，
依旧要闻令而动、令出行随。 ”退役军人王
海生在军营十六载，用热血书写赤诚，3 次
荣获“优秀士兵”称号，1 次荣立三等功，是
战士心中的“老大哥”。退役返乡，他入职邮
储银行枞阳县支行从事综合管理工作 ，又
主动请缨，投身脱贫攻坚战场，成为村民信
赖的“带头人”“贴心人”。

2018 年 4 月， 王海生被组织派驻枞阳
县白梅乡大岭村， 任驻村扶贫工作队副队
长。 当时的大岭村，贫困发生率高居全乡之
首。 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 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
贫方式。 ”王海生决定从扩大就业入手。 他
利用邮储银行资源优势， 多次对接雨具生
产企业， 盘活老村部资产作为雨具生产扶
贫车间，吸纳 8 户贫困群众就业，为脱贫打
下坚实基础。

扶贫车间渐入正轨， 王海生又开始思
考另一个问题： 村里大多数劳动力在外务
工， 农田就让它荒着吗？ 经过多地考察调
研，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决定引进
药用丝瓜种植项目。 去年 6 月，村集体流转
50 亩土地， 发动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参
与搭架、栽种、除草、施肥。 “我们丝瓜基地
前不久喜获丰收 ， 为村集体增收 5000 余
元，虽然不多，但也是好的开始。 ”群众信心
满满，耕耘起丝瓜地的明天。

困难户吴礼青因身体原因 ，从外出务
工地返乡后 ， 借住在另一个村子的亲戚
家。 驻村后，王海生主动要求将吴礼青列
为自己的重点帮扶对象。 他几经辗转联系
上老吴，上门走访了解其难处。 “房子已经
改造好了 ，门前杂草也清理干净 ，就等你
回家 。 ”王海生的热忱 ，让吴礼青为之动
容。没过两天，他就回到大岭，并在王海生
帮助指导下，种起小菜园，养起家禽，当年

就顺利脱贫。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王

海生勇挑重担，战“疫”在一线。大年初二，他
提前结束休假，加入宣传防控小分队，每天
不厌其烦地提醒村民戴好口罩、 勤洗手、少
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有 3 户村民从湖北返
乡，居家隔离。 王海生成为他们的生活物资
采购员，缺啥就补啥，让隔离不隔温情。大岭
村小岭头劝返值守点地势高， 晚上寒风刺
骨，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王海生毫不畏难，第
一个报名值守。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家
住城区的王海生，在村里一干就是 63 天，全
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迈不过的坎。 在
大岭村的日日夜夜，王海生脚踏实地、苦干
实干，带领村民攻坚克难、脱贫摘帽。 两年
半时间 、近 7 万公里 ，是他自 2018 年 7 月
购车后的累计行程数， 其中蕴含着奔波的
辛苦，凝结着为方便群众办事 、自己 “多跑
腿”的汗水。 在王海生的车上，坐过要去乡
卫生院办理慢性病卡的残疾人， 坐过因精
神病发作需紧急送医的病人…… “他的车
都成村里的公车了。 ”有村民笑着说。

“如今，日子过得充实，在家门口就可以
工作。 路通了，灯装上了，文化广场建成了，
乡村的夜晚也热腾起来了。 ”谈起“大变样”
的大岭村，村民查小丽连声称赞。“群众有所
得、有所获，就是我帮扶最大的收获。 ”从军
人到银行职员，再到扶贫队长，王海生在人
生征程上砥砺前行、愈发坚定。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稿可发
送至电子邮箱：ahwdtygs@163.com）

“加油干，日子更红火”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魏古平 沈果

一只只灰白相间的鸽子争先恐后地啄
食，发出“咕咕”的叫声。

近日 ，记者来到全椒县襄河镇千佛庵
村村民李芝武家 ， 看到他正在鸽舍内喂
食。 此时的李芝武，充满了喜悦之情：“感
谢县残联和镇政府，使我家享受到教育扶
贫 、残疾人补贴 、扶贫创业资金等各项政
策，帮我脱了贫。 我一定要加油干，让日子
更红火。 ”

李芝武今年 47 岁，育有一儿一女。 李
芝武原来从事电焊工职业，2013 年，因患脑
梗塞，留下肢体残疾和语言障残后遗症，不
能再干电焊工了，加之看病、孩子教育和生
活费等，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花光了仅
有的一点积蓄。

一个残疾人带着两个子女， 生活确实
很困难。 他被评定为多重残二级。 县残联为
他申请了残补和护理补贴， 并进行康复救
助和家庭无障碍改造。 2016 年，李芝武被村
委会纳入贫困户，享受扶贫优惠政策。 在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 李芝武对未来有
了信心。

李芝武不甘心依靠政府扶助， 自己无
所事事。 他向亲友借了 1 万元，买了 50 只
獭兔和 20 多个兔笼 ， 在自家宅内养殖獭

兔。 可是獭兔出栏后，市场价格低，难卖掉，
养殖 2 年也没赚到钱。 李芝武没有灰心丧
气，另想办法创业脱贫。他腿脚不便，不能从
事重体力劳动，经过走访，看准了养鸽子适
合自己， 而且养鸽人工成本和饲料成本低，
鸽子生长周期短，4 个月就可以出栏， 市场
也畅销。 2018 年，他用镇里给的扶贫资金购
买了 40 只幼鸽，将兔笼改制成鸽笼，进行二
次创业。

县残联和镇政府将李芝武定为助残
扶贫重点救助对象 ，派出畜禽养殖专业技
术员上门服务 ，对鸽子的饲养管理 、养殖
环境控制 、防病治病 、环境卫生等进行技
术指导。 李芝武认真学习 ，还参加了县残
联举办的养殖鸽子技能培训班 ，初步掌握
了肉鸽的养殖技能。

李芝武起早贪黑 ，经过一年的精心打
理 ， 鸽子出售了 ， 每月可卖 20 只 ， 收入
1000 多元。去年，他又扩大养殖规模，年收
入近万元。 李芝武家去年已实现脱贫 ，走
上致富路。 目前 ，李芝武的大女儿大学毕
业已参加工作 ，小儿子在高中读书 ，日子
越过越好。

走出致富新“丝路”

■ 本报通讯员 邱璇

本报记者 袁野

在舒城县张母桥镇砂院村 ，有这么一
户人家 ， 传承着手工蚕丝带制作这门手
艺，带动着周边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 小小
蚕丝，“牵动”着一个个家庭脱贫致富的新
“丝路”。

日前，记者走进张母桥镇砂院村刘自
能的家， 一进门就看到一辆老式纺车 、满
箥箕的蚕丝和晾晒在院中的一条条精致
的蚕丝带。 刘自能一家从上世纪开始做蚕
丝带，一直持续到今天。 “最早我跟着外婆
学这个手艺 ，后来陪着母亲做 ，几十年下
来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做，从来没有丢掉这
手艺。 ”今年 50 岁的刘自能说。

近几年 ， 随着扶贫攻坚力度不断加
大，张母桥镇党委政府大力扶植特色产业
发展 ，全镇传统手工业如手工挂面 、手工
竹编等都渐渐复兴并成为带动力强 、增收
效果明显的产业，也成为实现脱贫致富与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在当地的支持下 ，
刘自能的“蚕丝带”生意越做越红火。 刘自
能做传统手工业走上了致富路。

村民张传萍说：“去年 5 月和 9 月 ，刘
自能喊我去帮她采桑叶 、喂蚕 ，这些农家
的活我干起来得心应手， 身体也吃得消 ，
还增加了 2500 元的收入 ！ ”每到养蚕期 、
摘茧期，刘自能就请人帮忙 。 这带动了当
地贫困户脱贫，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 刘自能的家庭去年被舒城县妇联评
为最美家庭。

在砂院村妇联的倡导下 ，如今村里的
留守妇女都乐意到刘自能家里学一学这
门传统手艺。 目前有 4 名妇女跟着刘自能
学习 ，准备学熟练了就单干 ，将桑蚕丝制
作作为发家致富的门路。 刘自能也毫无保
留地将桑蚕养殖和编织蚕丝技术传授给
她们。 “让村里妇女跟着致富能手后面学
习传统手工艺， 让她们闲暇时有事做 、有
收入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实现了
致富增收。 ”砂院村妇联主席童世存说。

“这是祖传手工艺，母亲和外祖母都是
行家里手，都织得一手好蚕丝带。我真心希
望把这一门好手艺传承下去！ ”今后，她打
算进一步增加产品附加值，编制诸如手链、
挂件等更精致畅销的产品，通过抖音、电商
平台进行销售，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荩 1 月 8 日， 来安县
施官镇中心小学五年

级二班教师为孩子们

上疫情防控课，指导孩
子们学会佩戴口罩和

正确洗手。 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该县各中小学
持续加强对孩子们的

防疫知识教育，增强全
县师生的自我防护能

力，构筑校园疫情防控
的第一道防线。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这位患有先天智力障碍的孩子，
在父母培养和多方关爱下， 先后获得
5 枚全国特奥会金牌。 其家庭日前被
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爱，为“折翼天使”护航

疫情防控不放松
荨 1 月 11 日，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对返乡人员进行免费核酸检测。 连日
来，该区积极做好返乡人员特别是来自重点地区人员、入境人员、从事冷链
搬运加工运输人员等的信息登记、摸排，并全员进行免费核酸检测和日常健
康监测，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本报通讯员 李华勋 摄

■ 本报记者 贾学蕊

全心接纳孩子的不完美

“你瞧我家收拾得还可以吧，知
道你要来采访， 我昨晚特意把家里
重新打扫、擦洗了一遍，弄到今天凌
晨一两点。 ”1 月 13 日，记者走进全
国五好家庭合肥市夏程家庭。 女主
人夏程的开场白触动人心，“我想以
最好的家庭状态， 来展现我们家庭
和顺顺的成长故事。 ”

顺顺， 是夏程儿子何恩泽的小
名。 1997 年，这个孩子尚未出生时
就被查出脑缺氧， 会造成先天性智
力障碍。在妇幼保健院工作的夏程，
深知这个诊断结果意味着什么 ，然
而面对医生“中止妊娠”的建议 ，她
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 “母子连
心，孩子已经足月临产，要放弃这个
鲜活的小生命，实在舍不得。 ”夏程
说，丈夫在部队工作忙，妊娠 38 周 ,
腹中胎儿的陪伴， 给了她无限温暖
和安慰。孩子的每一次胎动，做母亲
的每一次温柔抚触， 彼此仿佛都能
感应到。

从决定留下这个孩子开始 ，夏
程和爱人何建武就下决心， 要给孩
子一个温暖的家， 让孩子知道爸爸
妈妈永远爱他，“顺顺虽然没有健康
的身体，但他拥有纯净的笑容，美好
的心灵，他是我们最可爱的天使。 ”

何恩泽从 1997 年出生后，就开
始接受治疗。 夏程带着他跑遍了北
京、上海、山西太原、江苏南京等地
的脑瘫医院， 只要听说哪里的医院
有名气，治疗效果好，她都要带孩子
去“碰碰运气”。 何恩泽每个疗程的
治疗需要住院一个月， 花费好几千
元， 出院回家后还要继续进行针灸
治疗，做康复训练。 求医 8 年、康复
训练 10 多年， 夫妻俩劳心劳力，欠
下一堆债务，却从未想过放弃。

因为病情， 何恩泽小时候总是
踮着脚尖，站立不稳，也无法学会走
路。 何建武跑遍市场，找到一种木质
转椅， 请木工改造成儿子学步的辅
助器。 他还自己动手，为儿子设计了

一款“矫正鞋”。 夏程则自学了儿童
心理学知识，了解特殊孩子的心理，
以便更好地与孩子沟通相处。

坚持不懈的付出， 让何恩泽的
病情一天天好转。 孩子可以站稳了，
学会骑儿童车了， 走路不再踮着脚
尖了……每一点进步， 都让夏程夫
妻欣喜不已。

悉心挖掘孩子的闪光点

2010 年， 在第五届全国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上，13 岁的何恩泽斩
获 50 米短跑、跳远和垒球 3 块金牌。
2011 年，他被评为第三届“江淮好少
年”，省领导亲自为他颁奖。 2015 第
六届全国特奥会，何恩泽摘得 1 金 1
银。 2019 年第七届全国特奥会，他再
获 1 金 1 银 1 铜的好成绩。

“没有特教班，没有恩师刘俊的
培养，就没有顺顺的今天。 ”夏程深
有体会地说。

8 岁以内，是脑瘫患儿的最佳治
疗时机。 8 岁时，顺顺的病情已经明
显好转， 但与正常孩子相比仍有很
大差距，生活无法自理，也无法适应
正常学校的教学和管理。 有时，何恩
泽在学校会受到其他孩子的歧视 、
排挤，偶尔还会被人欺负。 每次听说
孩子受了委屈， 看到孩子伤心的眼
神，夏程夫妻都特别难受。

特殊孩子应该怎么教育、 怎样
融入社会？2007 年，何建武调到我省
合肥市工作。 何恩泽随父亲到合肥
生活，历经几次转学后，进入该市蚌
埠路第四小学特教班就读。 在这里，
他迎来了自己的成长契机。

蚌四小是一所集普通教育 、特
殊教育为一体的综合学校。 学校特
教班建于 1988 年。“学校氛围很好，
特殊孩子与正常孩子长期在一个校
园里学习、交往，友好相处 ，顺顺在
这里不会受到歧视和排挤。 老师们
对特殊孩子因材施教，非常专业。 ”
夏程说，孩子在学校每天都很快乐，
还在特教老师刘俊的悉心栽培下 ，
登上了全国特奥会的大舞台。

“何恩泽刚到我们学校时 ，身
体协调性不太好 ，走路 、上台阶经

常会摔跤 ， 我就带着他练习跑步 ，
训练肢体协调力和柔韧性。 当然刚
开始是跑不起来的 ，只能用一根棍
子牵着他走一走。 ”刘俊老师介绍，
经过一个月的专业训练 ，何恩泽的
跑步能力 、 下肢能力已经明显提
高。 经过长期训练 ，何恩泽的运动
潜能被充分挖掘 ， 成绩突飞猛进 ，
在一群特殊孩子中脱颖而出。

作为我省特奥会训练基地 ，
2010 年，蚌四小组队代表我省参加
全国特奥会比赛 。 何恩泽成功入
选。 老师在学校进行有针对性的专
业训练 。 爸爸何建武则当起 “编外
教练 ”， 每天早晨 5 点准时起床带
着儿子训练 ，风雨无阻 。 刘俊告诉
记者，这次比赛，何恩泽一人夺得 3
枚金牌，打破了我省小选手在全国
特奥会上的个人获奖记录。

齐心协助孩子走人生路

从军 29 年，何建武先后荣获二
等功 1 次、三等功 6 次。 2013 年从
部队转业到省政府驻京办接待处工
作， 何恩泽跟随爸爸进入北京天睿
残疾人培训中心， 后来留在北京就
业。夏程则带着小女儿何海纳，留在
合肥工作、学习。

“我们虽然长期生活在不同的
城市， 但几乎每天都要通过网络进
行‘家庭聚会’，要是因为工作太忙
无法视频和通话， 也一定会微信留
言说明情况。 ”采访中，夏程拿起手
机向记者展示家庭微信群的聊天记
录。 隔着屏幕看到丈夫和儿子一起
冬至包饺子、打乒乓球，夏程的脸上
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结婚 20 多年，夏程夫妻两地分
居 10 年。 夫妻双方始终如一的爱与
信任，对孩子、对家庭的责任担当 ，
是这个家庭的幸福密码。 这个特殊
的家庭，也收到了来自亲人朋友、社
会各界源源不断的关爱。

8 年求医，何建武最多只能把妻
儿送到医院，就要匆匆返回部队。 夏
程的父亲最疼爱这个身体情况特殊
的小外孙。 他主动住到了女儿女婿
家，帮忙照料外孙，全程陪护女儿和

外孙到外地求医，在医院陪房。
刚结婚时， 何建武的账户上只

有 180 元钱。 何恩泽高达 １０ 几万元
的医疗费用中，有部队借款，也有领
导、战友和亲戚朋友的慷慨相助。 何
恩泽小时候喜欢骑儿童车， 却不能
很好地控制速度， 常常在部队家属
大院里 “横冲直撞 ”，有一次差点撞
上了军车。 部队领导知情后，要求所
有车辆进入家属大院都要把车度降
下来，为这个特殊的孩子“让路”。

夏程每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
要带孩子外出求医，无法全勤工作，
按规定拿不到足额奖金。 但每次请
假求医，单位领导都是“一路绿灯”，
从不为难； 有时工作需要实在离不
开，同事们也会主动顶班，接替她的
工作；而每年数千元的“奖金”，单位
总是一分不少地打到夏程的账户
上，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这个特殊
家庭的关爱金。

“建在普通小学的特教班，给了
残疾孩子一个宽松友好的教育环
境， 也为孩子提供了适合他的特殊
教育 ， 开辟了一条成长成才的道
路。 ”夏程说，特奥会比赛规则，同样
为残疾孩子作了充分考量。 她介绍，
特奥会比赛前， 有一个预报成绩的
环节， 即把孩子平时的比赛成绩预
报给大会组委会， 组委会据此进行
分组。 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预赛成
绩相近的孩子， 会被安排在一起进
行决赛。 决赛成绩比预赛成绩上下
浮动不能超过 15%， 否则将取消比
赛成绩。 以跑步为例，特殊孩子比赛
时一般控制不了自己， 有时快有时
慢，有时候还会停下来等一等。 在夏
程看来，特奥会比赛规则的设计，既
照顾到孩子们特殊的身体情况 ，又
能避免有的运动员作弊、隐瞒成绩，
在决赛时再发力快跑。

何恩泽的妹妹何海纳，5 岁时就
获得第六届全国校园艺术节“小金话
筒”主持人大赛（学前组语言类）一等
奖，如今在读初中，品学兼优，多才多
艺。 “我相信在今天这样的和谐社会
里，特殊孩子、正常孩子，都能通过努
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拥有人生
出彩的机会。 ”夏程说。

王海生：群众有所得是我最大收获

■ 本报通讯员 许光照

本报记者 汪国梁

“穿上军装，我是一名战士。脱下军装，
依旧要闻令而动、令出行随。 ”退役军人王
海生在军营十六载，用热血书写赤诚，3 次
荣获“优秀士兵”称号，1 次荣立三等功，是
战士心中的“老大哥”。退役返乡，他入职邮
储银行枞阳县支行从事综合管理工作 ，又
主动请缨，投身脱贫攻坚战场，成为村民信
赖的“带头人”“贴心人”。

2018 年 4 月， 王海生被组织派驻枞阳
县白梅乡大岭村， 任驻村扶贫工作队副队
长。 当时的大岭村，贫困发生率高居全乡之
首。 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 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
贫方式。 ”王海生决定从扩大就业入手。 他
利用邮储银行资源优势， 多次对接雨具生
产企业， 盘活老村部资产作为雨具生产扶
贫车间，吸纳 8 户贫困群众就业，为脱贫打
下坚实基础。

扶贫车间渐入正轨， 王海生又开始思
考另一个问题： 村里大多数劳动力在外务
工， 农田就让它荒着吗？ 经过多地考察调
研，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决定引进
药用丝瓜种植项目。 去年 6 月，村集体流转
50 亩土地， 发动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参
与搭架、栽种、除草、施肥。 “我们丝瓜基地
前不久喜获丰收 ， 为村集体增收 5000 余
元，虽然不多，但也是好的开始。 ”群众信心
满满，耕耘起丝瓜地的明天。

困难户吴礼青因身体原因 ，从外出务
工地返乡后 ， 借住在另一个村子的亲戚
家。 驻村后，王海生主动要求将吴礼青列
为自己的重点帮扶对象。 他几经辗转联系
上老吴，上门走访了解其难处。 “房子已经
改造好了 ，门前杂草也清理干净 ，就等你
回家 。 ”王海生的热忱 ，让吴礼青为之动
容。没过两天，他就回到大岭，并在王海生
帮助指导下，种起小菜园，养起家禽，当年

就顺利脱贫。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王

海生勇挑重担，战“疫”在一线。大年初二，他
提前结束休假，加入宣传防控小分队，每天
不厌其烦地提醒村民戴好口罩、 勤洗手、少
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有 3 户村民从湖北返
乡，居家隔离。 王海生成为他们的生活物资
采购员，缺啥就补啥，让隔离不隔温情。大岭
村小岭头劝返值守点地势高， 晚上寒风刺
骨，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王海生毫不畏难，第
一个报名值守。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家
住城区的王海生，在村里一干就是 63 天，全
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迈不过的坎。 在
大岭村的日日夜夜，王海生脚踏实地、苦干
实干，带领村民攻坚克难、脱贫摘帽。 两年
半时间 、近 7 万公里 ，是他自 2018 年 7 月
购车后的累计行程数， 其中蕴含着奔波的
辛苦，凝结着为方便群众办事 、自己 “多跑
腿”的汗水。 在王海生的车上，坐过要去乡
卫生院办理慢性病卡的残疾人， 坐过因精
神病发作需紧急送医的病人…… “他的车
都成村里的公车了。 ”有村民笑着说。

“如今，日子过得充实，在家门口就可以
工作。 路通了，灯装上了，文化广场建成了，
乡村的夜晚也热腾起来了。 ”谈起“大变样”
的大岭村，村民查小丽连声称赞。“群众有所
得、有所获，就是我帮扶最大的收获。 ”从军
人到银行职员，再到扶贫队长，王海生在人
生征程上砥砺前行、愈发坚定。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稿可发
送至电子邮箱：ahwdtygs@163.com）

“加油干，日子更红火”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魏古平 沈果

一只只灰白相间的鸽子争先恐后地啄
食，发出“咕咕”的叫声。

近日 ，记者来到全椒县襄河镇千佛庵
村村民李芝武家 ， 看到他正在鸽舍内喂
食。 此时的李芝武，充满了喜悦之情：“感
谢县残联和镇政府，使我家享受到教育扶
贫 、残疾人补贴 、扶贫创业资金等各项政
策，帮我脱了贫。 我一定要加油干，让日子
更红火。 ”

李芝武今年 47 岁，育有一儿一女。 李
芝武原来从事电焊工职业，2013 年，因患脑
梗塞，留下肢体残疾和语言障残后遗症，不
能再干电焊工了，加之看病、孩子教育和生
活费等，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花光了仅
有的一点积蓄。

一个残疾人带着两个子女， 生活确实
很困难。 他被评定为多重残二级。 县残联为
他申请了残补和护理补贴， 并进行康复救
助和家庭无障碍改造。 2016 年，李芝武被村
委会纳入贫困户，享受扶贫优惠政策。 在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 李芝武对未来有
了信心。

李芝武不甘心依靠政府扶助， 自己无
所事事。 他向亲友借了 1 万元，买了 50 只
獭兔和 20 多个兔笼 ， 在自家宅内养殖獭

兔。 可是獭兔出栏后，市场价格低，难卖掉，
养殖 2 年也没赚到钱。 李芝武没有灰心丧
气，另想办法创业脱贫。他腿脚不便，不能从
事重体力劳动，经过走访，看准了养鸽子适
合自己， 而且养鸽人工成本和饲料成本低，
鸽子生长周期短，4 个月就可以出栏， 市场
也畅销。 2018 年，他用镇里给的扶贫资金购
买了 40 只幼鸽，将兔笼改制成鸽笼，进行二
次创业。

县残联和镇政府将李芝武定为助残
扶贫重点救助对象 ，派出畜禽养殖专业技
术员上门服务 ，对鸽子的饲养管理 、养殖
环境控制 、防病治病 、环境卫生等进行技
术指导。 李芝武认真学习 ，还参加了县残
联举办的养殖鸽子技能培训班 ，初步掌握
了肉鸽的养殖技能。

李芝武起早贪黑 ，经过一年的精心打
理 ， 鸽子出售了 ， 每月可卖 20 只 ， 收入
1000 多元。去年，他又扩大养殖规模，年收
入近万元。 李芝武家去年已实现脱贫 ，走
上致富路。 目前 ，李芝武的大女儿大学毕
业已参加工作 ，小儿子在高中读书 ，日子
越过越好。

走出致富新“丝路”

■ 本报通讯员 邱璇

本报记者 袁野

在舒城县张母桥镇砂院村 ，有这么一
户人家 ， 传承着手工蚕丝带制作这门手
艺，带动着周边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 小小
蚕丝，“牵动”着一个个家庭脱贫致富的新
“丝路”。

日前，记者走进张母桥镇砂院村刘自
能的家， 一进门就看到一辆老式纺车 、满
箥箕的蚕丝和晾晒在院中的一条条精致
的蚕丝带。 刘自能一家从上世纪开始做蚕
丝带，一直持续到今天。 “最早我跟着外婆
学这个手艺 ，后来陪着母亲做 ，几十年下
来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做，从来没有丢掉这
手艺。 ”今年 50 岁的刘自能说。

近几年 ， 随着扶贫攻坚力度不断加
大，张母桥镇党委政府大力扶植特色产业
发展 ，全镇传统手工业如手工挂面 、手工
竹编等都渐渐复兴并成为带动力强 、增收
效果明显的产业，也成为实现脱贫致富与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在当地的支持下 ，
刘自能的“蚕丝带”生意越做越红火。 刘自
能做传统手工业走上了致富路。

村民张传萍说：“去年 5 月和 9 月 ，刘
自能喊我去帮她采桑叶 、喂蚕 ，这些农家
的活我干起来得心应手， 身体也吃得消 ，
还增加了 2500 元的收入 ！ ”每到养蚕期 、
摘茧期，刘自能就请人帮忙 。 这带动了当
地贫困户脱贫，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 刘自能的家庭去年被舒城县妇联评
为最美家庭。

在砂院村妇联的倡导下 ，如今村里的
留守妇女都乐意到刘自能家里学一学这
门传统手艺。 目前有 4 名妇女跟着刘自能
学习 ，准备学熟练了就单干 ，将桑蚕丝制
作作为发家致富的门路。 刘自能也毫无保
留地将桑蚕养殖和编织蚕丝技术传授给
她们。 “让村里妇女跟着致富能手后面学
习传统手工艺， 让她们闲暇时有事做 、有
收入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实现了
致富增收。 ”砂院村妇联主席童世存说。

“这是祖传手工艺，母亲和外祖母都是
行家里手，都织得一手好蚕丝带。我真心希
望把这一门好手艺传承下去！ ”今后，她打
算进一步增加产品附加值，编制诸如手链、
挂件等更精致畅销的产品，通过抖音、电商
平台进行销售，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 本报记者 贾学蕊

全心接纳孩子的不完美

“你瞧我家收拾得还可以吧，知
道你要来采访， 我昨晚特意把家里
重新打扫、擦洗了一遍，弄到今天凌
晨一两点。 ”1 月 13 日，记者走进全
国五好家庭合肥市夏程家庭。 女主
人夏程的开场白触动人心，“我想以
最好的家庭状态， 来展现我们家庭
和顺顺的成长故事。 ”

顺顺， 是夏程儿子何恩泽的小
名。 1997 年，这个孩子尚未出生时
就被查出脑缺氧， 会造成先天性智
力障碍。在妇幼保健院工作的夏程，
深知这个诊断结果意味着什么 ，然
而面对医生“中止妊娠”的建议 ，她
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 “母子连
心，孩子已经足月临产，要放弃这个
鲜活的小生命，实在舍不得。 ”夏程
说，丈夫在部队工作忙，妊娠 38 周 ,
腹中胎儿的陪伴， 给了她无限温暖
和安慰。孩子的每一次胎动，做母亲
的每一次温柔抚触， 彼此仿佛都能
感应到。

从决定留下这个孩子开始 ，夏
程和爱人何建武就下决心， 要给孩
子一个温暖的家， 让孩子知道爸爸
妈妈永远爱他，“顺顺虽然没有健康
的身体，但他拥有纯净的笑容，美好
的心灵，他是我们最可爱的天使。 ”

何恩泽从 1997 年出生后，就开
始接受治疗。 夏程带着他跑遍了北
京、上海、山西太原、江苏南京等地
的脑瘫医院， 只要听说哪里的医院
有名气，治疗效果好，她都要带孩子
去“碰碰运气”。 何恩泽每个疗程的
治疗需要住院一个月， 花费好几千
元， 出院回家后还要继续进行针灸
治疗，做康复训练。 求医 8 年、康复
训练 10 多年， 夫妻俩劳心劳力，欠
下一堆债务，却从未想过放弃。

因为病情， 何恩泽小时候总是
踮着脚尖，站立不稳，也无法学会走
路。 何建武跑遍市场，找到一种木质
转椅， 请木工改造成儿子学步的辅
助器。 他还自己动手，为儿子设计了

一款“矫正鞋”。 夏程则自学了儿童
心理学知识，了解特殊孩子的心理，
以便更好地与孩子沟通相处。

坚持不懈的付出， 让何恩泽的
病情一天天好转。 孩子可以站稳了，
学会骑儿童车了， 走路不再踮着脚
尖了……每一点进步， 都让夏程夫
妻欣喜不已。

悉心挖掘孩子的闪光点

2010 年， 在第五届全国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上，13 岁的何恩泽斩
获 50 米短跑、跳远和垒球 3 块金牌。
2011 年，他被评为第三届“江淮好少
年”，省领导亲自为他颁奖。 2015 第
六届全国特奥会，何恩泽摘得 1 金 1
银。 2019 年第七届全国特奥会，他再
获 1 金 1 银 1 铜的好成绩。

“没有特教班，没有恩师刘俊的
培养，就没有顺顺的今天。 ”夏程深
有体会地说。

8 岁以内，是脑瘫患儿的最佳治
疗时机。 8 岁时，顺顺的病情已经明
显好转， 但与正常孩子相比仍有很
大差距，生活无法自理，也无法适应
正常学校的教学和管理。 有时，何恩
泽在学校会受到其他孩子的歧视 、
排挤，偶尔还会被人欺负。 每次听说
孩子受了委屈， 看到孩子伤心的眼
神，夏程夫妻都特别难受。

特殊孩子应该怎么教育、 怎样
融入社会？2007 年，何建武调到我省
合肥市工作。 何恩泽随父亲到合肥
生活，历经几次转学后，进入该市蚌
埠路第四小学特教班就读。 在这里，
他迎来了自己的成长契机。

蚌四小是一所集普通教育 、特
殊教育为一体的综合学校。 学校特
教班建于 1988 年。“学校氛围很好，
特殊孩子与正常孩子长期在一个校
园里学习、交往，友好相处 ，顺顺在
这里不会受到歧视和排挤。 老师们
对特殊孩子因材施教，非常专业。 ”
夏程说，孩子在学校每天都很快乐，
还在特教老师刘俊的悉心栽培下 ，
登上了全国特奥会的大舞台。

“何恩泽刚到我们学校时 ，身
体协调性不太好 ，走路 、上台阶经

常会摔跤 ， 我就带着他练习跑步 ，
训练肢体协调力和柔韧性。 当然刚
开始是跑不起来的 ，只能用一根棍
子牵着他走一走。 ”刘俊老师介绍，
经过一个月的专业训练 ，何恩泽的
跑步能力 、 下肢能力已经明显提
高。 经过长期训练 ，何恩泽的运动
潜能被充分挖掘 ， 成绩突飞猛进 ，
在一群特殊孩子中脱颖而出。

作为我省特奥会训练基地 ，
2010 年，蚌四小组队代表我省参加
全国特奥会比赛 。 何恩泽成功入
选。 老师在学校进行有针对性的专
业训练 。 爸爸何建武则当起 “编外
教练 ”， 每天早晨 5 点准时起床带
着儿子训练 ，风雨无阻 。 刘俊告诉
记者，这次比赛，何恩泽一人夺得 3
枚金牌，打破了我省小选手在全国
特奥会上的个人获奖记录。

齐心协助孩子走人生路

从军 29 年，何建武先后荣获二
等功 1 次、三等功 6 次。 2013 年从
部队转业到省政府驻京办接待处工
作， 何恩泽跟随爸爸进入北京天睿
残疾人培训中心， 后来留在北京就
业。夏程则带着小女儿何海纳，留在
合肥工作、学习。

“我们虽然长期生活在不同的
城市， 但几乎每天都要通过网络进
行‘家庭聚会’，要是因为工作太忙
无法视频和通话， 也一定会微信留
言说明情况。 ”采访中，夏程拿起手
机向记者展示家庭微信群的聊天记
录。 隔着屏幕看到丈夫和儿子一起
冬至包饺子、打乒乓球，夏程的脸上
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结婚 20 多年，夏程夫妻两地分
居 10 年。 夫妻双方始终如一的爱与
信任，对孩子、对家庭的责任担当 ，
是这个家庭的幸福密码。 这个特殊
的家庭，也收到了来自亲人朋友、社
会各界源源不断的关爱。

8 年求医，何建武最多只能把妻
儿送到医院，就要匆匆返回部队。 夏
程的父亲最疼爱这个身体情况特殊
的小外孙。 他主动住到了女儿女婿
家，帮忙照料外孙，全程陪护女儿和

外孙到外地求医，在医院陪房。
刚结婚时， 何建武的账户上只

有 180 元钱。 何恩泽高达 １０ 几万元
的医疗费用中，有部队借款，也有领
导、战友和亲戚朋友的慷慨相助。 何
恩泽小时候喜欢骑儿童车， 却不能
很好地控制速度， 常常在部队家属
大院里 “横冲直撞 ”，有一次差点撞
上了军车。 部队领导知情后，要求所
有车辆进入家属大院都要把车度降
下来，为这个特殊的孩子“让路”。

夏程每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
要带孩子外出求医，无法全勤工作，
按规定拿不到足额奖金。 但每次请
假求医，单位领导都是“一路绿灯”，
从不为难； 有时工作需要实在离不
开，同事们也会主动顶班，接替她的
工作；而每年数千元的“奖金”，单位
总是一分不少地打到夏程的账户
上，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这个特殊
家庭的关爱金。

“建在普通小学的特教班，给了
残疾孩子一个宽松友好的教育环
境， 也为孩子提供了适合他的特殊
教育 ， 开辟了一条成长成才的道
路。 ”夏程说，特奥会比赛规则，同样
为残疾孩子作了充分考量。 她介绍，
特奥会比赛前， 有一个预报成绩的
环节， 即把孩子平时的比赛成绩预
报给大会组委会， 组委会据此进行
分组。 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预赛成
绩相近的孩子， 会被安排在一起进
行决赛。 决赛成绩比预赛成绩上下
浮动不能超过 15%， 否则将取消比
赛成绩。 以跑步为例，特殊孩子比赛
时一般控制不了自己， 有时快有时
慢，有时候还会停下来等一等。 在夏
程看来，特奥会比赛规则的设计，既
照顾到孩子们特殊的身体情况 ，又
能避免有的运动员作弊、隐瞒成绩，
在决赛时再发力快跑。

何恩泽的妹妹何海纳，5 岁时就
获得第六届全国校园艺术节“小金话
筒”主持人大赛（学前组语言类）一等
奖，如今在读初中，品学兼优，多才多
艺。 “我相信在今天这样的和谐社会
里，特殊孩子、正常孩子，都能通过努
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拥有人生
出彩的机会。 ”夏程说。

王海生：群众有所得是我最大收获

■ 本报通讯员 许光照

本报记者 汪国梁

“穿上军装，我是一名战士。脱下军装，
依旧要闻令而动、令出行随。 ”退役军人王
海生在军营十六载，用热血书写赤诚，3 次
荣获“优秀士兵”称号，1 次荣立三等功，是
战士心中的“老大哥”。退役返乡，他入职邮
储银行枞阳县支行从事综合管理工作 ，又
主动请缨，投身脱贫攻坚战场，成为村民信
赖的“带头人”“贴心人”。

2018 年 4 月， 王海生被组织派驻枞阳
县白梅乡大岭村， 任驻村扶贫工作队副队
长。 当时的大岭村，贫困发生率高居全乡之
首。 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 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
贫方式。 ”王海生决定从扩大就业入手。 他
利用邮储银行资源优势， 多次对接雨具生
产企业， 盘活老村部资产作为雨具生产扶
贫车间，吸纳 8 户贫困群众就业，为脱贫打
下坚实基础。

扶贫车间渐入正轨， 王海生又开始思
考另一个问题： 村里大多数劳动力在外务
工， 农田就让它荒着吗？ 经过多地考察调
研，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决定引进
药用丝瓜种植项目。 去年 6 月，村集体流转
50 亩土地， 发动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参
与搭架、栽种、除草、施肥。 “我们丝瓜基地
前不久喜获丰收 ， 为村集体增收 5000 余
元，虽然不多，但也是好的开始。 ”群众信心
满满，耕耘起丝瓜地的明天。

困难户吴礼青因身体原因 ，从外出务
工地返乡后 ， 借住在另一个村子的亲戚
家。 驻村后，王海生主动要求将吴礼青列
为自己的重点帮扶对象。 他几经辗转联系
上老吴，上门走访了解其难处。 “房子已经
改造好了 ，门前杂草也清理干净 ，就等你
回家 。 ”王海生的热忱 ，让吴礼青为之动
容。没过两天，他就回到大岭，并在王海生
帮助指导下，种起小菜园，养起家禽，当年

就顺利脱贫。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王

海生勇挑重担，战“疫”在一线。大年初二，他
提前结束休假，加入宣传防控小分队，每天
不厌其烦地提醒村民戴好口罩、 勤洗手、少
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有 3 户村民从湖北返
乡，居家隔离。 王海生成为他们的生活物资
采购员，缺啥就补啥，让隔离不隔温情。大岭
村小岭头劝返值守点地势高， 晚上寒风刺
骨，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王海生毫不畏难，第
一个报名值守。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家
住城区的王海生，在村里一干就是 63 天，全
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迈不过的坎。 在
大岭村的日日夜夜，王海生脚踏实地、苦干
实干，带领村民攻坚克难、脱贫摘帽。 两年
半时间 、近 7 万公里 ，是他自 2018 年 7 月
购车后的累计行程数， 其中蕴含着奔波的
辛苦，凝结着为方便群众办事 、自己 “多跑
腿”的汗水。 在王海生的车上，坐过要去乡
卫生院办理慢性病卡的残疾人， 坐过因精
神病发作需紧急送医的病人…… “他的车
都成村里的公车了。 ”有村民笑着说。

“如今，日子过得充实，在家门口就可以
工作。 路通了，灯装上了，文化广场建成了，
乡村的夜晚也热腾起来了。 ”谈起“大变样”
的大岭村，村民查小丽连声称赞。“群众有所
得、有所获，就是我帮扶最大的收获。 ”从军
人到银行职员，再到扶贫队长，王海生在人
生征程上砥砺前行、愈发坚定。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稿可发
送至电子邮箱：ahwdtygs@163.com）

“加油干，日子更红火”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魏古平 沈果

一只只灰白相间的鸽子争先恐后地啄
食，发出“咕咕”的叫声。

近日 ，记者来到全椒县襄河镇千佛庵
村村民李芝武家 ， 看到他正在鸽舍内喂
食。 此时的李芝武，充满了喜悦之情：“感
谢县残联和镇政府，使我家享受到教育扶
贫 、残疾人补贴 、扶贫创业资金等各项政
策，帮我脱了贫。 我一定要加油干，让日子
更红火。 ”

李芝武今年 47 岁，育有一儿一女。 李
芝武原来从事电焊工职业，2013 年，因患脑
梗塞，留下肢体残疾和语言障残后遗症，不
能再干电焊工了，加之看病、孩子教育和生
活费等，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花光了仅
有的一点积蓄。

一个残疾人带着两个子女， 生活确实
很困难。 他被评定为多重残二级。 县残联为
他申请了残补和护理补贴， 并进行康复救
助和家庭无障碍改造。 2016 年，李芝武被村
委会纳入贫困户，享受扶贫优惠政策。 在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 李芝武对未来有
了信心。

李芝武不甘心依靠政府扶助， 自己无
所事事。 他向亲友借了 1 万元，买了 50 只
獭兔和 20 多个兔笼 ， 在自家宅内养殖獭

兔。 可是獭兔出栏后，市场价格低，难卖掉，
养殖 2 年也没赚到钱。 李芝武没有灰心丧
气，另想办法创业脱贫。他腿脚不便，不能从
事重体力劳动，经过走访，看准了养鸽子适
合自己， 而且养鸽人工成本和饲料成本低，
鸽子生长周期短，4 个月就可以出栏， 市场
也畅销。 2018 年，他用镇里给的扶贫资金购
买了 40 只幼鸽，将兔笼改制成鸽笼，进行二
次创业。

县残联和镇政府将李芝武定为助残
扶贫重点救助对象 ，派出畜禽养殖专业技
术员上门服务 ，对鸽子的饲养管理 、养殖
环境控制 、防病治病 、环境卫生等进行技
术指导。 李芝武认真学习 ，还参加了县残
联举办的养殖鸽子技能培训班 ，初步掌握
了肉鸽的养殖技能。

李芝武起早贪黑 ，经过一年的精心打
理 ， 鸽子出售了 ， 每月可卖 20 只 ， 收入
1000 多元。去年，他又扩大养殖规模，年收
入近万元。 李芝武家去年已实现脱贫 ，走
上致富路。 目前 ，李芝武的大女儿大学毕
业已参加工作 ，小儿子在高中读书 ，日子
越过越好。

走出致富新“丝路”

■ 本报通讯员 邱璇

本报记者 袁野

在舒城县张母桥镇砂院村 ，有这么一
户人家 ， 传承着手工蚕丝带制作这门手
艺，带动着周边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 小小
蚕丝，“牵动”着一个个家庭脱贫致富的新
“丝路”。

日前，记者走进张母桥镇砂院村刘自
能的家， 一进门就看到一辆老式纺车 、满
箥箕的蚕丝和晾晒在院中的一条条精致
的蚕丝带。 刘自能一家从上世纪开始做蚕
丝带，一直持续到今天。 “最早我跟着外婆
学这个手艺 ，后来陪着母亲做 ，几十年下
来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做，从来没有丢掉这
手艺。 ”今年 50 岁的刘自能说。

近几年 ， 随着扶贫攻坚力度不断加
大，张母桥镇党委政府大力扶植特色产业
发展 ，全镇传统手工业如手工挂面 、手工
竹编等都渐渐复兴并成为带动力强 、增收
效果明显的产业，也成为实现脱贫致富与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在当地的支持下 ，
刘自能的“蚕丝带”生意越做越红火。 刘自
能做传统手工业走上了致富路。

村民张传萍说：“去年 5 月和 9 月 ，刘
自能喊我去帮她采桑叶 、喂蚕 ，这些农家
的活我干起来得心应手， 身体也吃得消 ，
还增加了 2500 元的收入 ！ ”每到养蚕期 、
摘茧期，刘自能就请人帮忙 。 这带动了当
地贫困户脱贫，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 刘自能的家庭去年被舒城县妇联评
为最美家庭。

在砂院村妇联的倡导下 ，如今村里的
留守妇女都乐意到刘自能家里学一学这
门传统手艺。 目前有 4 名妇女跟着刘自能
学习 ，准备学熟练了就单干 ，将桑蚕丝制
作作为发家致富的门路。 刘自能也毫无保
留地将桑蚕养殖和编织蚕丝技术传授给
她们。 “让村里妇女跟着致富能手后面学
习传统手工艺， 让她们闲暇时有事做 、有
收入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实现了
致富增收。 ”砂院村妇联主席童世存说。

“这是祖传手工艺，母亲和外祖母都是
行家里手，都织得一手好蚕丝带。我真心希
望把这一门好手艺传承下去！ ”今后，她打
算进一步增加产品附加值，编制诸如手链、
挂件等更精致畅销的产品，通过抖音、电商
平台进行销售，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 本报记者 贾学蕊

全心接纳孩子的不完美

“你瞧我家收拾得还可以吧，知
道你要来采访， 我昨晚特意把家里
重新打扫、擦洗了一遍，弄到今天凌
晨一两点。 ”1 月 13 日，记者走进全
国五好家庭合肥市夏程家庭。 女主
人夏程的开场白触动人心，“我想以
最好的家庭状态， 来展现我们家庭
和顺顺的成长故事。 ”

顺顺， 是夏程儿子何恩泽的小
名。 1997 年，这个孩子尚未出生时
就被查出脑缺氧， 会造成先天性智
力障碍。在妇幼保健院工作的夏程，
深知这个诊断结果意味着什么 ，然
而面对医生“中止妊娠”的建议 ，她
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 “母子连
心，孩子已经足月临产，要放弃这个
鲜活的小生命，实在舍不得。 ”夏程
说，丈夫在部队工作忙，妊娠 38 周 ,
腹中胎儿的陪伴， 给了她无限温暖
和安慰。孩子的每一次胎动，做母亲
的每一次温柔抚触， 彼此仿佛都能
感应到。

从决定留下这个孩子开始 ，夏
程和爱人何建武就下决心， 要给孩
子一个温暖的家， 让孩子知道爸爸
妈妈永远爱他，“顺顺虽然没有健康
的身体，但他拥有纯净的笑容，美好
的心灵，他是我们最可爱的天使。 ”

何恩泽从 1997 年出生后，就开
始接受治疗。 夏程带着他跑遍了北
京、上海、山西太原、江苏南京等地
的脑瘫医院， 只要听说哪里的医院
有名气，治疗效果好，她都要带孩子
去“碰碰运气”。 何恩泽每个疗程的
治疗需要住院一个月， 花费好几千
元， 出院回家后还要继续进行针灸
治疗，做康复训练。 求医 8 年、康复
训练 10 多年， 夫妻俩劳心劳力，欠
下一堆债务，却从未想过放弃。

因为病情， 何恩泽小时候总是
踮着脚尖，站立不稳，也无法学会走
路。 何建武跑遍市场，找到一种木质
转椅， 请木工改造成儿子学步的辅
助器。 他还自己动手，为儿子设计了

一款“矫正鞋”。 夏程则自学了儿童
心理学知识，了解特殊孩子的心理，
以便更好地与孩子沟通相处。

坚持不懈的付出， 让何恩泽的
病情一天天好转。 孩子可以站稳了，
学会骑儿童车了， 走路不再踮着脚
尖了……每一点进步， 都让夏程夫
妻欣喜不已。

悉心挖掘孩子的闪光点

2010 年， 在第五届全国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上，13 岁的何恩泽斩
获 50 米短跑、跳远和垒球 3 块金牌。
2011 年，他被评为第三届“江淮好少
年”，省领导亲自为他颁奖。 2015 第
六届全国特奥会，何恩泽摘得 1 金 1
银。 2019 年第七届全国特奥会，他再
获 1 金 1 银 1 铜的好成绩。

“没有特教班，没有恩师刘俊的
培养，就没有顺顺的今天。 ”夏程深
有体会地说。

8 岁以内，是脑瘫患儿的最佳治
疗时机。 8 岁时，顺顺的病情已经明
显好转， 但与正常孩子相比仍有很
大差距，生活无法自理，也无法适应
正常学校的教学和管理。 有时，何恩
泽在学校会受到其他孩子的歧视 、
排挤，偶尔还会被人欺负。 每次听说
孩子受了委屈， 看到孩子伤心的眼
神，夏程夫妻都特别难受。

特殊孩子应该怎么教育、 怎样
融入社会？2007 年，何建武调到我省
合肥市工作。 何恩泽随父亲到合肥
生活，历经几次转学后，进入该市蚌
埠路第四小学特教班就读。 在这里，
他迎来了自己的成长契机。

蚌四小是一所集普通教育 、特
殊教育为一体的综合学校。 学校特
教班建于 1988 年。“学校氛围很好，
特殊孩子与正常孩子长期在一个校
园里学习、交往，友好相处 ，顺顺在
这里不会受到歧视和排挤。 老师们
对特殊孩子因材施教，非常专业。 ”
夏程说，孩子在学校每天都很快乐，
还在特教老师刘俊的悉心栽培下 ，
登上了全国特奥会的大舞台。

“何恩泽刚到我们学校时 ，身
体协调性不太好 ，走路 、上台阶经

常会摔跤 ， 我就带着他练习跑步 ，
训练肢体协调力和柔韧性。 当然刚
开始是跑不起来的 ，只能用一根棍
子牵着他走一走。 ”刘俊老师介绍，
经过一个月的专业训练 ，何恩泽的
跑步能力 、 下肢能力已经明显提
高。 经过长期训练 ，何恩泽的运动
潜能被充分挖掘 ， 成绩突飞猛进 ，
在一群特殊孩子中脱颖而出。

作为我省特奥会训练基地 ，
2010 年，蚌四小组队代表我省参加
全国特奥会比赛 。 何恩泽成功入
选。 老师在学校进行有针对性的专
业训练 。 爸爸何建武则当起 “编外
教练 ”， 每天早晨 5 点准时起床带
着儿子训练 ，风雨无阻 。 刘俊告诉
记者，这次比赛，何恩泽一人夺得 3
枚金牌，打破了我省小选手在全国
特奥会上的个人获奖记录。

齐心协助孩子走人生路

从军 29 年，何建武先后荣获二
等功 1 次、三等功 6 次。 2013 年从
部队转业到省政府驻京办接待处工
作， 何恩泽跟随爸爸进入北京天睿
残疾人培训中心， 后来留在北京就
业。夏程则带着小女儿何海纳，留在
合肥工作、学习。

“我们虽然长期生活在不同的
城市， 但几乎每天都要通过网络进
行‘家庭聚会’，要是因为工作太忙
无法视频和通话， 也一定会微信留
言说明情况。 ”采访中，夏程拿起手
机向记者展示家庭微信群的聊天记
录。 隔着屏幕看到丈夫和儿子一起
冬至包饺子、打乒乓球，夏程的脸上
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结婚 20 多年，夏程夫妻两地分
居 10 年。 夫妻双方始终如一的爱与
信任，对孩子、对家庭的责任担当 ，
是这个家庭的幸福密码。 这个特殊
的家庭，也收到了来自亲人朋友、社
会各界源源不断的关爱。

8 年求医，何建武最多只能把妻
儿送到医院，就要匆匆返回部队。 夏
程的父亲最疼爱这个身体情况特殊
的小外孙。 他主动住到了女儿女婿
家，帮忙照料外孙，全程陪护女儿和

外孙到外地求医，在医院陪房。
刚结婚时， 何建武的账户上只

有 180 元钱。 何恩泽高达 １０ 几万元
的医疗费用中，有部队借款，也有领
导、战友和亲戚朋友的慷慨相助。 何
恩泽小时候喜欢骑儿童车， 却不能
很好地控制速度， 常常在部队家属
大院里 “横冲直撞 ”，有一次差点撞
上了军车。 部队领导知情后，要求所
有车辆进入家属大院都要把车度降
下来，为这个特殊的孩子“让路”。

夏程每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
要带孩子外出求医，无法全勤工作，
按规定拿不到足额奖金。 但每次请
假求医，单位领导都是“一路绿灯”，
从不为难； 有时工作需要实在离不
开，同事们也会主动顶班，接替她的
工作；而每年数千元的“奖金”，单位
总是一分不少地打到夏程的账户
上，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这个特殊
家庭的关爱金。

“建在普通小学的特教班，给了
残疾孩子一个宽松友好的教育环
境， 也为孩子提供了适合他的特殊
教育 ， 开辟了一条成长成才的道
路。 ”夏程说，特奥会比赛规则，同样
为残疾孩子作了充分考量。 她介绍，
特奥会比赛前， 有一个预报成绩的
环节， 即把孩子平时的比赛成绩预
报给大会组委会， 组委会据此进行
分组。 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预赛成
绩相近的孩子， 会被安排在一起进
行决赛。 决赛成绩比预赛成绩上下
浮动不能超过 15%， 否则将取消比
赛成绩。 以跑步为例，特殊孩子比赛
时一般控制不了自己， 有时快有时
慢，有时候还会停下来等一等。 在夏
程看来，特奥会比赛规则的设计，既
照顾到孩子们特殊的身体情况 ，又
能避免有的运动员作弊、隐瞒成绩，
在决赛时再发力快跑。

何恩泽的妹妹何海纳，5 岁时就
获得第六届全国校园艺术节“小金话
筒”主持人大赛（学前组语言类）一等
奖，如今在读初中，品学兼优，多才多
艺。 “我相信在今天这样的和谐社会
里，特殊孩子、正常孩子，都能通过努
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拥有人生
出彩的机会。 ”夏程说。

王海生：群众有所得是我最大收获

■ 本报通讯员 许光照

本报记者 汪国梁

“穿上军装，我是一名战士。脱下军装，
依旧要闻令而动、令出行随。 ”退役军人王
海生在军营十六载，用热血书写赤诚，3 次
荣获“优秀士兵”称号，1 次荣立三等功，是
战士心中的“老大哥”。退役返乡，他入职邮
储银行枞阳县支行从事综合管理工作 ，又
主动请缨，投身脱贫攻坚战场，成为村民信
赖的“带头人”“贴心人”。

2018 年 4 月， 王海生被组织派驻枞阳
县白梅乡大岭村， 任驻村扶贫工作队副队
长。 当时的大岭村，贫困发生率高居全乡之
首。 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 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
贫方式。 ”王海生决定从扩大就业入手。 他
利用邮储银行资源优势， 多次对接雨具生
产企业， 盘活老村部资产作为雨具生产扶
贫车间，吸纳 8 户贫困群众就业，为脱贫打
下坚实基础。

扶贫车间渐入正轨， 王海生又开始思
考另一个问题： 村里大多数劳动力在外务
工， 农田就让它荒着吗？ 经过多地考察调
研，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决定引进
药用丝瓜种植项目。 去年 6 月，村集体流转
50 亩土地， 发动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参
与搭架、栽种、除草、施肥。 “我们丝瓜基地
前不久喜获丰收 ， 为村集体增收 5000 余
元，虽然不多，但也是好的开始。 ”群众信心
满满，耕耘起丝瓜地的明天。

困难户吴礼青因身体原因 ，从外出务
工地返乡后 ， 借住在另一个村子的亲戚
家。 驻村后，王海生主动要求将吴礼青列
为自己的重点帮扶对象。 他几经辗转联系
上老吴，上门走访了解其难处。 “房子已经
改造好了 ，门前杂草也清理干净 ，就等你
回家 。 ”王海生的热忱 ，让吴礼青为之动
容。没过两天，他就回到大岭，并在王海生
帮助指导下，种起小菜园，养起家禽，当年

就顺利脱贫。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王

海生勇挑重担，战“疫”在一线。大年初二，他
提前结束休假，加入宣传防控小分队，每天
不厌其烦地提醒村民戴好口罩、 勤洗手、少
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有 3 户村民从湖北返
乡，居家隔离。 王海生成为他们的生活物资
采购员，缺啥就补啥，让隔离不隔温情。大岭
村小岭头劝返值守点地势高， 晚上寒风刺
骨，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王海生毫不畏难，第
一个报名值守。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家
住城区的王海生，在村里一干就是 63 天，全
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迈不过的坎。 在
大岭村的日日夜夜，王海生脚踏实地、苦干
实干，带领村民攻坚克难、脱贫摘帽。 两年
半时间 、近 7 万公里 ，是他自 2018 年 7 月
购车后的累计行程数， 其中蕴含着奔波的
辛苦，凝结着为方便群众办事 、自己 “多跑
腿”的汗水。 在王海生的车上，坐过要去乡
卫生院办理慢性病卡的残疾人， 坐过因精
神病发作需紧急送医的病人…… “他的车
都成村里的公车了。 ”有村民笑着说。

“如今，日子过得充实，在家门口就可以
工作。 路通了，灯装上了，文化广场建成了，
乡村的夜晚也热腾起来了。 ”谈起“大变样”
的大岭村，村民查小丽连声称赞。“群众有所
得、有所获，就是我帮扶最大的收获。 ”从军
人到银行职员，再到扶贫队长，王海生在人
生征程上砥砺前行、愈发坚定。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稿可发
送至电子邮箱：ahwdtygs@163.com）

“加油干，日子更红火”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魏古平 沈果

一只只灰白相间的鸽子争先恐后地啄
食，发出“咕咕”的叫声。

近日 ，记者来到全椒县襄河镇千佛庵
村村民李芝武家 ， 看到他正在鸽舍内喂
食。 此时的李芝武，充满了喜悦之情：“感
谢县残联和镇政府，使我家享受到教育扶
贫 、残疾人补贴 、扶贫创业资金等各项政
策，帮我脱了贫。 我一定要加油干，让日子
更红火。 ”

李芝武今年 47 岁，育有一儿一女。 李
芝武原来从事电焊工职业，2013 年，因患脑
梗塞，留下肢体残疾和语言障残后遗症，不
能再干电焊工了，加之看病、孩子教育和生
活费等，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花光了仅
有的一点积蓄。

一个残疾人带着两个子女， 生活确实
很困难。 他被评定为多重残二级。 县残联为
他申请了残补和护理补贴， 并进行康复救
助和家庭无障碍改造。 2016 年，李芝武被村
委会纳入贫困户，享受扶贫优惠政策。 在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 李芝武对未来有
了信心。

李芝武不甘心依靠政府扶助， 自己无
所事事。 他向亲友借了 1 万元，买了 50 只
獭兔和 20 多个兔笼 ， 在自家宅内养殖獭

兔。 可是獭兔出栏后，市场价格低，难卖掉，
养殖 2 年也没赚到钱。 李芝武没有灰心丧
气，另想办法创业脱贫。他腿脚不便，不能从
事重体力劳动，经过走访，看准了养鸽子适
合自己， 而且养鸽人工成本和饲料成本低，
鸽子生长周期短，4 个月就可以出栏， 市场
也畅销。 2018 年，他用镇里给的扶贫资金购
买了 40 只幼鸽，将兔笼改制成鸽笼，进行二
次创业。

县残联和镇政府将李芝武定为助残
扶贫重点救助对象 ，派出畜禽养殖专业技
术员上门服务 ，对鸽子的饲养管理 、养殖
环境控制 、防病治病 、环境卫生等进行技
术指导。 李芝武认真学习 ，还参加了县残
联举办的养殖鸽子技能培训班 ，初步掌握
了肉鸽的养殖技能。

李芝武起早贪黑 ，经过一年的精心打
理 ， 鸽子出售了 ， 每月可卖 20 只 ， 收入
1000 多元。去年，他又扩大养殖规模，年收
入近万元。 李芝武家去年已实现脱贫 ，走
上致富路。 目前 ，李芝武的大女儿大学毕
业已参加工作 ，小儿子在高中读书 ，日子
越过越好。

走出致富新“丝路”

■ 本报通讯员 邱璇

本报记者 袁野

在舒城县张母桥镇砂院村 ，有这么一
户人家 ， 传承着手工蚕丝带制作这门手
艺，带动着周边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 小小
蚕丝，“牵动”着一个个家庭脱贫致富的新
“丝路”。

日前，记者走进张母桥镇砂院村刘自
能的家， 一进门就看到一辆老式纺车 、满
箥箕的蚕丝和晾晒在院中的一条条精致
的蚕丝带。 刘自能一家从上世纪开始做蚕
丝带，一直持续到今天。 “最早我跟着外婆
学这个手艺 ，后来陪着母亲做 ，几十年下
来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做，从来没有丢掉这
手艺。 ”今年 50 岁的刘自能说。

近几年 ， 随着扶贫攻坚力度不断加
大，张母桥镇党委政府大力扶植特色产业
发展 ，全镇传统手工业如手工挂面 、手工
竹编等都渐渐复兴并成为带动力强 、增收
效果明显的产业，也成为实现脱贫致富与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在当地的支持下 ，
刘自能的“蚕丝带”生意越做越红火。 刘自
能做传统手工业走上了致富路。

村民张传萍说：“去年 5 月和 9 月 ，刘
自能喊我去帮她采桑叶 、喂蚕 ，这些农家
的活我干起来得心应手， 身体也吃得消 ，
还增加了 2500 元的收入 ！ ”每到养蚕期 、
摘茧期，刘自能就请人帮忙 。 这带动了当
地贫困户脱贫，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 刘自能的家庭去年被舒城县妇联评
为最美家庭。

在砂院村妇联的倡导下 ，如今村里的
留守妇女都乐意到刘自能家里学一学这
门传统手艺。 目前有 4 名妇女跟着刘自能
学习 ，准备学熟练了就单干 ，将桑蚕丝制
作作为发家致富的门路。 刘自能也毫无保
留地将桑蚕养殖和编织蚕丝技术传授给
她们。 “让村里妇女跟着致富能手后面学
习传统手工艺， 让她们闲暇时有事做 、有
收入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实现了
致富增收。 ”砂院村妇联主席童世存说。

“这是祖传手工艺，母亲和外祖母都是
行家里手，都织得一手好蚕丝带。我真心希
望把这一门好手艺传承下去！ ”今后，她打
算进一步增加产品附加值，编制诸如手链、
挂件等更精致畅销的产品，通过抖音、电商
平台进行销售，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