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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王盟

近日，记者来到宿州市埇桥区芦岭
镇院东小区，采访了郭清玲。

郭清玲是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
厂芦岭厂选煤车间生产化验班班长，今
年 48 岁，中等身材，眼睛炯炯有神，扎
着马尾辫，干练、热情。她一家人所住的
房子不过几十平方米， 却整洁有序，地
面一尘不染，墙上挂着各类奖状。

25年奉养， 孝顺儿媳撑
起这个家

“这么多年都是儿媳妇照顾我。没有
她，咱这个家早已没了。 她最苦了……”
郭清玲的婆婆李遵兰流着泪告诉记者。

李遵兰今年 81 岁了。 虽然几经病
痛折磨，但在家人的照顾下，如今身体
尚可，能够自理。

郭清玲和杨建中于 1996 年结婚。
当时，郭清玲的丈夫尚无收入，家里所
有开支仅靠郭清玲每月 300 多元的工
资维持。婆婆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腰
椎间盘突出、类风湿等疾病。 郭清玲每
天省吃俭用，从微薄的工资中省出一部
分钱给婆婆看病。 1997 年，李遵兰患脑
血栓住进医院。 当时丈夫出车在外，公
公体力不支又没耐心，照顾婆婆的重担
全落在已经怀孕的郭清玲身上。 上班、
买菜、烧饭、送饭、喂饭……劳累过度，
郭清玲走路都要扶着墙。郭清玲的孩子
出生时仅有 2 千克。产后没几天她就回
了家，忍着刀口疼痛，照顾生病的婆婆
和早产的儿子。

2002 年 2 月， 杨建中不幸遭遇车
祸。 等郭清玲赶到医院时，丈夫整个人
都没有了意识。 郭清玲强忍着泪水，推
着轮椅上的丈夫奔波在医院各个楼层，
做着各种检查。 “当时隔壁病床有位好
心人，每当丈夫上下病床时，他就帮助
我抬上抬下。 ”郭清玲回忆说。

丈夫枕部受伤，胸骨、肋骨骨折不
能趴在床上。她白天黑夜搂着丈夫希望
减轻他的痛苦。 她不停呼唤丈夫的名
字，盼着昏迷中的丈夫能够轻轻地应一
声……大年三十，病友家属给她送来了
年夜饭，劝她多少吃点。 在她的精心照
顾下， 丈夫竟奇迹般地恢复了意识，身
体逐步康复好转。

2011 年 9 月， 李遵兰患十二指肠
胰腺乳头癌又住进了医院。郭清玲专门
请了年休假照顾婆婆。 婆婆手术后，很
长一段时间不能翻身，靠人体白蛋白和

输液维持生命。 25 天后，婆婆腹部插着
引流管被接回了芦岭。引流管被脓血堵
住时，婆婆憋得难受，郭清玲就用手一
点点地“赶”脓液，实在“赶”不出时，就
用嘴把引流管里的东西吸出。婆婆大小
便不能自理，全是她和丈夫照料。

化疗 4 次后， 婆婆不愿再坚持了。
郭清玲就陪婆婆聊天， 疏导婆婆心情，
同时努力学习护理知识，为婆婆合理搭
配饮食……辛苦与坚持终于让她从死
神手中拉回了婆婆。

“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单位和身
边的同事对我嘘寒问暖，鼓励我走出困
境。 ”郭清玲感动地说。

如今， 郭清玲的丈夫早已康复，回
到了工作岗位。 她的婆婆身体尚可，由
于膝关节不太好， 走起来路有些吃力。
郭清玲经常搀扶着婆婆， 在小区里走
走、聊聊。

郭清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家人，可
是对自己却很不上心。“结婚以来，她理
发店都很少去过，头发都是自己对着镜
子剪的。 ”杨建中说。

28年勤奋，练成技术多面手

在淮北矿业集团，郭清玲的煤质化
验技术广为人知。 提起她，人们都会纷
纷竖起大拇指：“郭师傅的化验技术好。
她在集团每次比赛中拿的都是大奖！ ”

郭清玲是 1993 年走上工作岗位
的，从事的是煤质化验工作。 干一行爱
一行！郭清玲抓住一切时机学习。别的
实习生干完工作之后就会离开工厂 ，
她却跟在老师傅后面留心观察每个细
节，认真做笔记，问这问那。 也正是这
样努力， 让她在实习结束时就已能够
熟练操作各种仪器， 对车间所有的项
目了然于胸。

实习结束后，郭清玲进入选煤车间
工作。

面对工作中的难题，郭清玲努力专
研，虚心向有经验的师傅求教，技术水
平不断提高。

煤炭的灰分、水分、粘结指数、发热
量……提起这些煤炭化验的相关术语，
郭清玲娓娓道来。“一旦数据出现异常，
她立即能判断出来。 更重要的是，对数
据异常的原因，她也判断得很清楚。”淮
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芦岭厂选煤车
间党支部书记蔡中岭告诉记者。

郭清玲是车间里的“多面手”。 她
不仅会煤质化验 ，还会采样 、制样 、修
理仪器！

“如果仪器坏了都靠厂家来人维

修，那多耽误时间啊！”郭清玲在心里对
自己说。 每当车间里安装新设备，她就
在一旁看着厂家派来的师傅安装调试，
遇到不懂的就问。负责安装的师傅们被
郭清玲的爱钻研劲头打动，也愿意将技
术教给郭清玲。

今年 9 月 26 日，天下着雨，道路泥
泞。 郭清玲接到了厂里的电话：“郭师
傅，天平坏了，您有空来看下吗？ ”郭清
玲二话没说，披上雨衣，骑上自己的破
旧自行车，冒雨赶往厂区。很快，她就修
好了天平。

“班组人数有限。一旦需要顶班，郭
师傅总是随叫随到！”蔡中岭告诉记者。
“郭师傅非常乐意把技能教给我们。 我
们这个班组每个人学习劲头都很足。 ”
郭清玲的徒弟陈云说。

多年来， 郭清玲一方面照顾好家
庭，一方面努力工作。 她的孝老爱亲的
故事和敬业的精神感动着朋友和同事。
身边的人闹矛盾时，郭清玲会结合自己
的家庭情况去劝说。 有些人听了后，还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近年来，郭清玲获得安徽省“学比创
争”活动先进个人、淮北市“劳动模范”、
淮北矿业集团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还
是淮北矿业集团公司首位女“工匠”。

5年助人为乐，扶贫济困
结硕果

郭清玲是芦岭镇人大代表。 几年
前，在履职过程中，她了解到当地仍有
贫困农民家庭。

农村家庭出身的她萌生出一个心
愿：我要尽己所能去帮帮他们，哪怕是
一点点。

2016 年 6 月， 郭清玲积极响应宿
州市埇桥区人大常委会“千名代表助扶
贫”号召，主动承担了帮助芦岭镇王老
庄村贫困户、 残疾人王光明脱贫的任
务。 郭清玲来到王光明家中，了解其致
贫原因、脱贫意愿。 郭清玲发现王光明
有头脑、有文化，并且想通过种植蔬菜
来改变贫困生活，可仅凭自己的能力又
无法实现这一愿望。 了解这些情况后，
郭清玲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帮助王光
明订计划、制定措施、请技术指导、争取
帮扶资金。

2016 年，在多方携手帮扶下，王光
明种植了 4 亩辣椒、莴苣、青菜等。因为
残疾，王光明劳动能力不高，又不懂技
术。 郭清玲就利用业余时间，上网查找
种植资料， 将有价值的内容抄写下来，
什么时间浇水、什么时间打药，都一一
向王光明交代清楚。她还常常带着老公
和同事到王光明的大棚里帮助干活 。
2016 年 8 月，一场特大暴雨突如其来，
导致蔬菜苗倒伏严重。 王光明担心减
产，心情一直处于低谷状态。 郭清玲和
老公一有时间就去开导他，并赤脚上阵
把倒伏的辣椒苗逐一扶正。

蔬菜苗渐渐恢复了长势， 王光明重
新振作起来。 当年，王光明种植的 4亩蔬
菜带来了 1万多元的收入， 让他对未来
充满希望。 2018年，王光明家成功脱贫。

如今， 王光明的蔬菜大棚由 2016
年的 5 个扩大到 20 多个。 他承包的土
地也达到了 20 亩， 种的蔬菜品种也更
多了。

王光明成功脱贫后，还带领周围村
庄 20 个家庭成功实现脱贫。 他说：“我
家这 5 年的变化，离不开‘郭姐’的鼓励
和帮助！ ”

脱贫不脱钩。 虽然王光明家富裕
了，但郭清玲在工作之余，仍会和老公
一起前往王光明家的地里，帮助干农活
并解决他的困难。

“今后，我会尽我所能，继续帮助有
困难的人， 为他们送去温暖， 带去希
望。 ”郭清玲说。

2020 年 12 月，郭清玲家庭荣获全
国五好家庭称号。 今年，郭清玲被评为
第七届安徽省道德模范。

题图上：１１ 月 ５ 日，郭清玲在陪伴
婆婆。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摄

题图下：郭清玲帮脱贫户王光明干
活。 （受访者供图）

刘礼泉 做有担当的志愿者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本报通讯员 梅良仿

“我们在部队都是汽车兵，得到部队
栽培，雷锋精神给我们很大影响。 对我来
说，帮助别人就是快乐源泉。 ”近日，刘礼
泉真情地说。 现任宣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公车中心副队长的刘礼泉，1996 年 12 月
光荣入伍，2001 年 12 月退役。 5 年军旅生
涯，铸就了他能吃苦、勇担当的性格。 褪下
军装，他热心公益，依旧保持军人本色。

今年 43 岁的刘礼泉，1996 年 12 月从
老家宣城宁国市光荣入伍，进入部队后就当
起了汽车兵，在部队期间刻苦训练，多次被
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 2001年 12月，他
退役转业回到了家乡，在宣城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工作。

2017 年，宣城市自驾车志愿服务队成
立。 由于办事认真、热心公益，刘礼泉被大
家推选为理事长。 2019 年，刘礼泉策划出
新时代文明实践车管家快速公益免费救援
便民项目。 策划宣传、联系赞助单位、组织
志愿者……他与志愿者们仔细探讨每一项
活动细节。其中，随时可呼叫救援项目的实
施，缩短了车主等待救援的时间，解决了车
主节假日、深夜救援难题，实现了“最后一
公里救援”。 如今，该活动参与志愿者超过
上千人，几十万辆自驾游车主受益。

2019 年，安徽省道德模范、退役军人
季必林不幸离世。 刘礼泉得知其家庭状况
后，先后 3 次组织社会募捐，累计金额达 2
万元，并第一时间送到季必林家中。 “退伍

军人季必林家庭确实是非常困难，曾是郎
溪县建平镇松林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我
也是尽力发动大家给予帮助，让其家属感
受到社会的关爱和帮助。 ”刘礼泉说。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刘礼泉积极
参加抗疫志愿服务。 作为自家小区 5 号楼
的楼栋长， 刘礼泉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穿上一次性塑料雨衣，背起消毒
液，为整栋楼的楼道消毒。 去年，他还带领
自驾车志愿服务团队为 1000 多辆防疫用
车消毒，同时为车主提供公益救援服务。

退役不褪色， 志愿服务路上践行初
心。 43 岁的刘礼泉投身社会志愿服务 17
年， 累计志愿服务时间长达 2 万多个小
时。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刘礼泉带领志
愿者团队帮助抗战老兵、孤儿学生、贫困
老人、残疾人等超过 20000 人。 由于表现
出色， 他先后获得宣城市 “最美退役军
人”、安徽省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等称
号。 “荣誉是对我的莫大鼓励。这将鞭策我
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有成效， 而我个
人，也会矢志不渝地做一个有信仰、有情
怀、有担当的志愿者。 ”刘礼泉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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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 本报通讯员 刘炎城

近日，芜湖市南陵县籍山镇千峰村季
秀英老人 98 岁生日这天， 摄影师为这个
五代同堂的大家庭拍了一张全家福，全家
42 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季秀英老人有 ３ 个儿子 ２ 个女儿。 老
人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心态乐观，记忆力
好，喜欢聊天，生活能自理，平时闲不住，总
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她的子孙们都
十分孝顺，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她。 不等季
节变换， 子孙们便早早为她准备了应季衣
服。一生节俭惯了的她总是舍不得穿：“衣服
太多了，穿不过来，以后不要再买了！ ”

一日三餐，她想吃什么，家人便为她
买什么，并想方设法将饭菜做得合她的胃
口，让她多吃一点。 村上人都说她福气好：
“早餐喝炖的 （八宝粥 ），中餐吃杀的 （荤
菜），晚餐喝辣的（养生酒）。 ”面对房间里
琳琅满目的糕点和补品， 她喜滋滋地说：
“开个小店都行！ ”

她家早就实现了以前人们渴望的“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此外，空调、手
机还有轿车都一应俱全。 她这个大家庭共
有 6 辆小轿车，她想到哪儿，家人便一路
欢声笑语地送她到哪儿。 她还用手机和亲
朋好友聊天视频，尽享现代化的生活。

她特别爱看电视，对农补、扶贫、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美丽乡村等身边事特别关心。谈到免征
农业税时，她激动地说：“种田种地，哪朝哪
代不收租子呀！只有现在不收租子，还补不
少钱！ ”建设美丽乡村，村上的楼房一栋比
一栋漂亮。贫困户都脱了贫，住进了宽敞明
亮的大瓦房， 她高兴地说：“现在的政策真

好呀！ 村上找不到一个穷人！ ”
像她这样的高龄老人， 不用交 1 分

钱， 就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每
月能领 85 元。 她的高龄津贴不断增加，现
在一年 1200 元。 她还参加了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申报了慢性病，每月吃的高
血压药报销后，只需十几元就行了。

逢年过节，家人都给她送红包。 她把
这些红包作为奖学金， 奖励在上学的下
辈，希望他们好好学习、继续深造。

公路村村通后， 她家出门便是水泥
路。 水泥路直通 205 国道，离京福高铁南
陵站只有十几公里。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后，乡村面貌焕然
一新，空气更加清新。 她喜欢在外面散步，
锻炼身体，让自己健康长寿，见证今后更
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独臂闯出致富路
■ 本报通讯员 徐进群 胡兴南

最近，每天天刚亮，独臂汉子胡时鑫
就和老伴一起，在自家茶园里忙活，给茶
叶追施农家肥，为明年春茶增产增收打下
基础。

胡时鑫是岳西县冶溪镇石嘴村大竹
组农民，今年 58 岁，中等个，常年满面风
尘，靠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后，热心扶贫帮
困，是乡亲眼中“最美的残疾人”，2016 年
被评为安庆好人，连续多年被推荐为当地
优秀党员。

“我虽然只有一只手，照样能够干事
创业， 能够为乡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何
况我还是一名党员，应该做出表率。 ”胡时
鑫 201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就凭这
样的信念奋斗和生活。

1996 年，在外打工的胡时鑫不幸在一
次车间事故中永远失去了右臂。出院后，胡
时鑫婉拒了工厂留他继续工作的好意，回
到家乡冶溪镇，拿出多年的积蓄，创办了一
家免烧砖厂，很快走出了不幸的阴霾。他和
妻子精心抚养孩子、打理砖厂。两个孩子先
后读完大学，现在都在深圳工作。

胡时鑫还流转周边四个村民组农户
的山场和田地， 先后发展油茶 110 亩、茶
叶 200 余亩。 随着农村新建住房逐渐饱
和， 砖厂效益缩减，2016 年他又投资发展
番鸭养殖业， 成了当地番鸭养殖大户，年
均出栏番鸭 1 万多只。

胡时鑫致富不忘乡邻，在脱贫攻坚期

间， 每年支付几十万元的租金和务工费，
为乡亲增加了收入。 他还向贫困户送番鸭
苗，传授养殖知识，并联合村里有劳动能
力的残疾人组建农副产品合作社，带领残
疾人共同致富。

“胡时鑫虽身有残疾，但他在带头发
展特色产业、 义务承担组级道路维护、照
顾孤寡老人、支持镇村工作等方面，却一
点也不含糊， 从没考虑过自己是残疾人，
发挥了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石嘴
村党支部书记说。

大竹组是村里地理条件相对恶劣的
居民组，山高岭大。 在防汛期间，身为村民
组长的胡时鑫总是冲锋在前。2016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5 日，冶溪镇连续强降雨。 胡
时鑫担心住在大山里的胡三培等两户村
民的屋后山体发生泥石流，及时将他们接
到自己家中居住。 一连几天，大雨倾盆，山
路泥泞， 只有一只胳膊的胡时鑫忙里忙
外。 “那几天一直是时鑫照顾我们，把生活
安排得好好的。他比亲兄弟还要亲。 ”胡三
培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灾情过后，
胡时鑫又张罗着帮助他们选址建新房。

“一路走来， 党和政府给了我很多支
持和鼓励。我要尽一名党员应尽的责任。 ”
胡时鑫说。

11月 15日,季秀英老人在散步。 张桂华 摄

·人间真情·

多年来，她不离不弃，照顾患重
病的婆婆和出车祸的丈夫，同时努力
工作， 并且热心帮助他人脱离贫困，
走上致富路，先后被评为淮北市劳动
模范和第七届安徽省道德模范———

在付出中
弘扬美德

荩 近日， 在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心小学新冠疫
苗临时接种点，医护人员在为 3 至 11 岁人群接种新
冠疫苗。 本报通讯员 肖本祥 摄

·成长天地·
接种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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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11月 19 日，亳州市谯城区双沟镇中
心小学， 戏曲舞蹈兴趣班的小学生在课
后接受老师指导。 “双减”政策落地后，该
校通过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课后延时
服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本报通讯员 张延林 孙昕 摄

快乐第二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