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近日，肥西县花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情暖童心，相伴成长”春节主题活动。 老
师、志愿者与留守娃共同做手工、写春联，许下新年愿望。 活动中，该镇辖区 8 家非公企业
还与困难学生结成了帮扶对子。 本报记者 姚林 本报通讯员 马家贵 摄

情暖留守娃 携手迎新春

·生活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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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和不断推出的助残措施， 广大脱贫
残疾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春节将至，让我们听听几位普通脱贫
残疾人的故事和心声———

旧岁梦成真 牛年劲更足

养殖创业 路越走越宽

■ 本报记者 罗宝

“咕咕咕……”2 月 7 日，记者来到滁州市南谯
区章广镇太平集村脱贫户王庆龙家的时候，王庆龙
和妻子武道如正在给鸡喂食。 “前段时间卖了 200
多只鸡，现在还有几十只留着下蛋。 女儿、女婿、外
孙子今年过年不打算回来了，响应政府号召嘛！ 多
攒一些鸡蛋下次他们回来给带上。 ”王庆龙笑着对
记者说。

今年 67 岁的王庆龙因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落下二级残疾，手脚伸展不开，加上肺气肿和脑梗，
不能从事重体力活。妻子武道如小时候患小儿麻痹
症导致左腿二级残疾，一直靠拄拐行走。 2016 年王
庆龙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前几年，王庆龙夫妇开
始搞养殖，不仅每年养几百只鸡、鸭和两头猪 ，还
承包了几亩鱼塘，一年下来，销售收入加上产业扶
贫补贴，收入近 2 万元。 此外，他家 9 亩多耕地流
转给大户 4 亩，每年租金 2000 元。 “帮扶单位慰问
金、残疾人生活补助、护理补助，村里的资产收益
分红、计生奖扶、养老保险金，这些加起来一年也
有好几千块钱呢！ ”王庆龙告诉记者，村里还安排
他在公益性岗位旅游公厕从事保洁工作， 每月工
资 400 块钱。 “政府还给我配了一辆电动代步车，
可方便了！ ”王庆龙笑呵呵地对记者说，只要能享
受到的政策他家都享受到了，获得感满满。 2017 年
底，王庆龙家脱贫。

说话间，王庆龙把前几天买的春联和“福”字都

贴了起来。“看咱家这小楼还挺不错的吧！这都是托
了党的福哦！ ”这座 2 层小楼，里里外外粉刷一新，
外墙上还画上了反映农耕与红色文化的墙画。王庆
龙说， 房子是 2017 年政府实施危房改造工程时帮
助重新修建的，卫生间还进行了改水改厕，用上了
抽水马桶和淋浴，家里的彩电、空调、微波炉等一应
俱全。如今，王庆龙夫妇还在自家开了个小杂货店。
王庆龙说，春节后，他打算扩大养殖规模，在致富奔
小康的路上跑得更快些。

“爸！ 妈！ 今年过年不回去了，你们要保养好身
体！祝你们新年快乐！ ”在江苏昆山打工的大女儿王
敏在跟妈妈用手机视频聊天。看到女儿一家人快乐
的脸庞，王庆龙夫妇喜笑颜开。

如今， 南谯区扶持 6 家残疾人就业企业, 吸纳
500 多名残疾人就业，建有 30 个支持残疾人创业就
业的“阳光大棚”，此外还建有“阳光助残就业扶贫
基地”和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近年来，该区还对精
准扶贫的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 26 户， 危房
改造 57 户，发放扶贫资金 54.5 万元。

牛和国：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

■ 牛和国 口述

本报记者 汪国梁 整理

虽然离开部队已经 30 多年了，但回
忆起军旅时光，我依然充满眷恋。 那是
1985 年 10 月， 我怀着对军营的美好憧
憬，从合肥参军入伍来到原南京军区某
部。 部队的大熔炉锻炼了我的意志和体
魄，塑造了我的思想和作风。 1989 年 4
月退役返乡回到位于合肥城区东部的隆
岗村时， 我已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从那时起，我立志要做到退役不褪色，为
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奉献青春和热血。

回到隆岗村后，我很快被组织委派
去经营百货商店、菜市场，亲手创办了当
时合肥郊区第一家三星级酒店，随后又
担任一家大酒店负责人，荣获“安徽省第
三产业先进个人”“安徽省青年企业家”
等称号。 2012 年，隆岗村社区因企业改
制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负面效
应，工作陷入困境，干群关系较紧张，连
续几任书记信心满满而来，无奈摇头而
去。谁能挑起隆岗的担子？上级党组织将
目光聚焦到我的身上。

当时酒店的生意红红火火，家中老
母亲和妻子百般阻拦不让我回到社区工
作，我自己也有些徘徊彷徨。 经过一番
思想斗争，我想清楚了：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一名退役军人 ，我必须服从组织决
定。当组织和群众有需要的时候，我应当
随时响应号召、扛起责任，全力以赴完成
任务。 于是，我顶住了家人和商业伙伴
的阻力，抱着坚定的决心回到隆岗村社
区工作，成了一名“兵书记”。

上任伊始，面对“村改居”后群众进
无班可上、退无地可种，工作人员、居民
人心不稳，社区财力入不敷出，上访事件
时有发生等现状，我认准一条：走群众路
线，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在走街串巷、深
入了解社情民意的基础上，我决定从基
层组织建设着手改进社区工作。 我们制
定完善了工作纪律和控制非行政性开支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党员思想教育，
建立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运行机制，狠
抓效能建设，激发了工作热情和干劲，群
众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得
到改变，社区工作更加规范化，干群关系
也更加密切。

针对群众关心的热点、 焦点及历史
遗留问题，我提出：盘清家底，还群众明
白；管好资产，给群众放心；深入群众，给
群众温暖；依靠群众，给群众主人翁的自
豪感。 社区干部群众集思广益、 整合资
源，形成以隆岗路、磨店路、创业就业一
条街“二路一街”为核心，集体育、培训、
餐饮、休闲、娱乐、住宿为一体，全方位多
层次发展的经济模式。 引进的隆岗不夜
城项目，盘活近万平方米闲置厂房，实现
从工业老旧厂房到特色商业街区的巨大
转变，既繁荣了社区经济、吸纳几百名居
民就业，也解决了环保难题。

为群众办好事 、办实事 ，才能赢得
信任与支持。 双井居民组有多户居民因
自建房成危房而时常上访，我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多方协调努力 ，终于促成双
井居民组的危房改造列入 “城中村”改
造项目。 几年来，我带领社区一班人对
隆岗新村、和龙花园等老旧小区进行改
造，为 4 个老村庄修建道路、安装路灯，
几千户居民用上了天然气。 看得见、摸
得着的好事实事，增强了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当社区收到一面面锦旗、捧回一
块块荣誉牌匾时，我感到由衷欣慰和自
豪，因为我的辛苦指数换来了群众的幸
福指数。 在心贴心服务居民中，我坚守
了初心使命，保持了军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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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线谱上关爱情
■ 本报通讯员 李鹏

如今，萧县杜楼镇徐瓦房村金玉朗
老人时而在院子里练嗓子，时而在屋子
里伏案写教案。 原来，义务教学多年的
退休教师金玉朗在为新学期上好音乐课
认真备课。

今年 76 岁的金玉朗， 曾在当地学
校教音乐和数学 38 年。2014 年 9 月，已
退休的他发现明德小学缺少音乐教师，
于是找到校长崔灿主动请缨，要求不要
报酬， 义务承担该校 14 个班级的音乐
课。 崔校长深知，曾获全县数学优质课
一等奖、经常在全镇开音乐公开课的金
玉朗老人是个有担当 、 较真的教学能
手，于是聘请他为校关工委成员。 从此，
金玉朗老人一干就是 6 年多 ， 风雨无
阻，义务为学生授课。

金玉朗老人教的是一至六年级的音
乐课，备课内容各不相同，使教学增加了
难度， 况且农村小学学生音乐基础差。
老人克服困难，每天认真备课，严格按教
学大纲要求，从基础教起，从发声练起。
一首歌，往往反复多遍，不厌其烦。 每天
学校里琴声歌声，滋润着学生的心田，也
给家长脸上增添了笑容。 每年的歌曲比
赛，元旦联欢、毕业典礼、春节汇演总是
金玉朗老人最为忙碌的时候，他既要当
编导又要现场指挥，还要操琴配乐，台上
台下，忙得不亦乐乎。 前年，镇中心校举
办全镇中小学红歌大赛，金玉朗老人觉
得这是检验自己教学成果的大好机会，
于是精心选择歌曲，严格挑选学生，认真
排练节目。 那天，他带来的合唱团以绝
对的实力，获得一等奖。 领奖台上，当老

人和孩子们一登台， 全场人员都为他无
私奉献的行为和精湛的艺术报以热烈的
掌声。 老人说，看到孩子们登台领奖，也
体现了他的价值，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老人每天在学校忙教学。晚上和节假日，
总是有喜爱唱歌和弹琴的学生登门请教
或练习唱歌，金玉朗总是热情辅导，从不
推辞。

老人还以传帮带为己任， 帮青年教
师提高教学水平。 幼儿教师杨冬梅不会
弹电子琴，教起孩子们总不那么顺手。金
玉朗老人得知后，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
从基本知识教起，使杨冬梅进步很快。一
学期后， 杨冬梅便能熟练用电子琴帮助
教学。 金玉朗老人还热情帮助有困难的
学生。邻村五年级学生房耀阳，母亲常年
在外打工，父亲在外修车。 第一学期时，
他的各门功课不及格。 “不能让孩子掉
队。 ”金玉朗发现后，让小耀阳每天放学
到家里为其补课。 老人首先给他讲人生
道理，教育他从小立志，培养良好的学习
习惯等，然后再帮他补习功课，还找班主
任和任课老师协同努力。两个月后，期末
考试时， 小耀光语文数学都考了 90 多
分。 他常常对人说：“是金爷爷让我掌握
了学习方法，让我懂得了做人道理。 ”

2 月 5 日，滁州市来安县举行春节期间新冠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演示了病
例发现及报告、应急响应、流行病学调查等多个场景。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春节绷紧防疫弦

·人间真情·

就业脱贫 新年展新图

■ 本报通讯员 李艳龙

近日，宿州市砀山县朱楼镇陈寨村村民陈省芹
在家中包饺子。她乐呵呵地说：“今年由于疫情防控
的原因，在上海打工的儿子响应国家号召，不回来
过春节了。 我在陈寨村扶贫工厂打工这几年，收入
稳定，已经光荣脱贫了，再也不是贫困户了。 ”

今年 50 多岁的陈省芹是重度残疾人， 靠轮椅
行走，丈夫 10 多年前病逝，经济十分困难，2014 年
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她曾一度产生悲观绝望的
念头。 在村扶贫工作队的劝导下，陈省芹来到村扶
贫工厂，加入手工坊编织团队。

看到手工坊里的残疾人干得热火朝天，陈省芹

深受感染，积极参加县残联举办的残疾人就业培训
班，学习手工编织技术。她勤学苦练，不到一年就成
了手工坊编织队的业务骨干。 现在陈省芹收入稳
定，乐观豁达，和早几年相比完全变了一个人，成为
手工坊的“大姐大”。 2016 年陈省芹光荣脱贫。

“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确实好，帮助我们残疾
人脱贫致富，以后咱更有信心了。 ”心怀感激的陈省
芹算了一笔账，“你看， 我在手工坊里编织艺术品，
每年工资收入 10000 多元，同时还享受县民政局的
低保政策和低保户水电补贴近 500 元、县残联发的
贫困残疾人补助约 1000 元、 县农业农村局实施主
体带动项目每年分红约 500 元；另外，我还享受县
医保局代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县人社局代缴

的农业保险等好政策。 ”
在陈省芹工作的村扶贫工厂产品展厅里，摆满

了中国龙、梨树王、五彩孔雀、拓荒牛、发财树等艺
术品，还有各类串珠编织品，一个个栩栩如生，让人
惊叹不已，难以想像这些精美的手工艺术品都出自
陈省芹等残疾人之手。

“我要加油干，日子会越来越红火！ ”陈省芹发
自肺腑地说。 新的一年，她有新的梦想：“我要不断
钻研编织新技术，创新手工艺术品，把这项技术传
授给更多的残疾兄弟姐妹，让他们充满自信，在小
康路上越来越富裕；同时，还要学习网络直播技术，
把我们编织的手工艺术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

据悉，近年来，砀山县残联采取多项举措，联合
相关单位，开设电子商务、手工编织、种植、养殖、盲
人按摩、面食制作等培训班 60 多班次，共培训残疾
人 3000 多人次，让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有力促进
全县残疾人就业创业，增强了残疾人脱贫致富奔小
康信心。

康复自强 生活有盼头

■ 本报记者 洪放 本报见习记者 陈成

“你们这么客气 ，孩子挺好……”2 月 5 日下
午，安庆市怀宁县残联理事长李咏梅一行人带着慰
问金和慰问品走进公岭镇三铺村脑瘫儿童群群（化
名）家，孩子爷爷连声感谢。 走进屋里，随行的怀宁
县特殊教育中心老师何凌燕立即关切地询问放寒
假以来孩子的各项康复情况。

今年 12 岁的群群是位肢体残疾的重度脑瘫
儿，没法独立行走，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 。
“到 1 岁了还不会抬头。 到医院检查，才知道孩子
患有脑瘫 。 ”孩子的爷爷叹了口气说 ，孩子 3 岁
起，他和老伴就带着孩子在安庆城区租房去机构
做康复， 儿子儿媳则外出打工挣钱养活一家人 。
在城市租房生活花销大， 一家人生活十分困窘 。
2016 年，怀宁县特殊教育中心引进脑瘫儿康复训
练师资力量，群群成了第一批回乡接受康复训练
的脑瘫患儿。

“不仅完全免费接受康复训练，每周残联还会

安排教师‘送教上门’。 4 年多来，孩子已经从架着
走、抱着走，到现在牵着能走 20 多分钟。 ”群群的爷
爷感激地说，2014 年全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解决了群群每月 200 多元的
医药费问题。同时，镇、村为群群家里装起了光伏电
板，指导群群的爷爷在家承包鱼塘等，一年又添了
近 2 万元收入， 这一增一减大大改善了家庭的生
活，家里也很快脱了贫。临别前，群群的爷爷高兴地
告诉记者， 儿子刚刚在县城按揭了一套二手房，以
后送群群康复更加方便了。

2 月 5 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四。 记者跟着李咏梅
一行来到当天最后一户残疾儿童玲玲（化名）家慰
问时，已临近晚饭时分。

住在秀山乡双龙村的玲玲一家曾是村里有名
的贫困户。 玲玲的奶奶告诉记者，不仅孙女玲玲患
智力残疾， 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是先天性肢体残疾，
无法行走，大儿媳也是智力低下，一家七口人中仅
自己、老伴还有小孙女是健全人。多年来，县残联为
这家人提供了包括残疾儿童免费康复、残疾人创业

支持、家庭无障碍改造等多项惠残政策。
“玲玲这些年通过在县特殊教育中心的持续

康复训练， 现在不仅能干一点简单的家务活 ，还
能写几百个字了！ ”打开孙女的作业本，玲玲的奶
奶自豪地向记者展示说，如今孩子康复效果比较
好 ， 今年 12 岁的她已于上个学期转回镇上的小
学随班就读。

在各级政府和残联等部门的帮扶下 ，玲玲一
家这几年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玲玲的奶奶和
老伴在家门口的蓝莓基地找到了工作 ，玲玲的爸
爸在村里开了个小店 ， 玲玲康复效果良好……
2019 年，全家人顺利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这
个春节将是我们过得最幸福的春节 。 ”玲玲的奶
奶说。

“做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民生工程，点
亮的是一个家庭对未来的希望，小康路上绝不能让
这些特殊群体掉队。 ”李咏梅介绍，2019 年 4 月怀
宁县出台政策，率先在全市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标
准由每人每年 1.2 万元提高到 1.5 万元。 去年以来
该县已为 235 名 0—14 周岁残疾儿童提供了免费
康复训练， 并为 39 名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进行了
矫形器适配，39 名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进行了辅
具适配，为这些残疾儿童家庭的脱贫解困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

荩 2月 5日，宿州市埇桥区汴河街道在“留守儿童之家”举
办“我们的节日·春节”温暖留守儿童活动。 来自妇联、文广
站的爱心妈妈给父母留在外地过年的留守儿童带来了新春

大礼包，和孩子们一起讲故事、做游戏、写春联、绘画、剪纸。
本报通讯员 丁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