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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茶座·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李鹏 董晴

“只要努力拼搏， 每个人都能实现梦
想。 ”近日，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手张淼来到
萧县赵庄镇中心小学，讲述了她身残志坚、
苦练球技、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激励孩子
们刻苦学习， 长大后报效祖国。 演讲结束
后， 坐在轮椅上的张淼和孩子们一起切磋
乒乓球技艺。

今年 31 岁的张淼出生于萧县赵庄镇
张朴楼村，自小因病双腿致残。 在政府的关
心和教练的悉心指导下， 她从 14 岁开始，
坚持在轮椅上苦练乒乓球技艺， 此后多次
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冠军， 在各大赛事中共
获得 82 枚奖牌。 今年 3 月，张淼成为北京
冬残奥运会火炬手， 光荣完成了火炬传递
任务。

“折翼”女孩 立志高远

“虽然我的腿无法正常走路，但我的心
从来都向往着远方。 ” 张淼生就一副不认
命、不服输的倔强性格。

1 岁多时，高烧不退的她被查出患有小
儿麻痹症。 病情导致她双腿残疾， 无法行
走。 直到 5 岁，她才意识到自己和别的小朋
友不一样。 “同龄人能跑能跳，会踢毽子、跳
皮筋，我却连走路都不会。 ”一种失落感笼
罩在张淼的心头，但她不愿向命运低头。

家人忙着活计，没人能送她读书。 她却
执意拄着拐杖，拖着残腿一瘸一拐上学。 她
家离学校远，乡间土路又坑洼不平。 别人走
半小时的路程， 她至少要走 1 个小时。 因
此，她每天比别人早出晚归，雨雪天滑倒在
途中也是家常便饭。 她读小学三年级的一
个冬天，雨雪交加，一不小心，滑到路边的
水沟里，眼看就要沉入水中，幸亏大孙庄一
位中学老师路过看见，把她打捞上来，她才
捡了条命。

在学校，身体健全的同学能做的事，她
也一定要去做，并且一定要成功。 看别人练
习单杠、双杠，她也咬着牙有样学样；学自
行车，上下不方便，她就将车子靠在麦垛或
大树旁练习，就这样用了 1 年多时间，终于

学会了单腿骑自行车， 至今张淼的右腿还
有当年练车时留下的许多疤痕。

2005 年一个大雨天， 来自萧县的乒乓
球教练王笳开车路过， 看到张淼家门前的
路况比较好，就停车休息。 这名教残疾人打
乒乓球的教练看到张淼，夸她“身高臂长、
有悟性，是个打球的好苗子”，建议张淼父
亲考虑让女儿学打球。

看着女儿渴盼的眼神， 父亲决定送她
进城学打球。

在训练场上，14 岁的张淼第一次尝试
着坐轮椅进行乒乓球训练， 手脚都不知往
哪放。 在教练的引导下，她学会了坐在轮椅
上发球、接球，逐渐找到了自信，并深深爱
上了这项运动。

身体素质好加上科学训练， 张淼很快
脱颖而出。 2006 年 4 月，在萧县训练了 7 个
月的张淼入选北京市乒乓球队 ，2007 年 8
月， 进入国家队集训。 张淼在心里立下誓
言：“刘美丽、 任桂香都是从萧县走出去的
残奥会冠军，我要像她们一样练出成绩，为
国争光。 ”

赛场拼搏 为国争光

进入了国家队，训练条件好了，参加各
项大赛的机会也多了。 张淼深知这样的机
会来之不易，“只有更加刻苦地训练， 才能
为国争光，才能不辜负家乡人的期望。 ”

残疾人从事竞技体育， 更考验意志品
质。 每天早上 8 点开始，极为枯燥乏味的基
本动作要做几百下， 然后是练习发球和接
球。 乒乓球运动员练习接球是按盆计算的。
普通的洗脸盆， 满满一盆球。 教练这边发
球，队员那边接球，正手几千下、反手几千
下，普通队员一天下来打五六盆球，张淼却
要打 10 多盆球。 看到发球人累得精疲力
竭，她才停下歇会。 即便休息时，她也在“复
盘”各种动作要领。

她求知若渴， 一见到老队员就向他们
请教如何打落点、 如何掌握在旋转中多变
等高难度技巧， 她因此也成为进步最快的
队员。 为增强体能、爆发力、灵活性和协调
性，张淼常缠着男队员给她当陪练。 高强度
的训练让她的胳膊都抬不起来。 由于长年

使用一只胳膊打球，张淼的肘部、肩部都带
伤，常常半夜里痛醒。 “一到球桌前，伤痛就
全忘了。 ”张淼笑着说。

因为表现出色， 张淼经常代表国家队
参加国内外大型赛事。 21 岁那年，她首次参
加残奥会，以发球快、准、狠的优势，成功斩
获了金牌。 在网上热传的一段视频中，五官
清秀的张淼身穿粉色战袍， 每赢一球都振
臂高呼“飒”，形成一种压倒性气势，令观众
为之动容。

张淼先后夺得 2010 年亚洲残疾人运
动会乒乓球女团金牌，2011 年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乒乓球锦标赛女团金牌、TT4 女单金
牌，2012 年伦敦残奥会乒乓球女团 4-5 级
金牌、轮椅乒乓球金牌，2013 年亚洲残疾人
乒乓球锦标赛女团、女单 TT4 金牌，2014 年
世界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女团、 女单 TT4
金牌，2014 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女
团金牌和 2017 年国际乒联残疾人乒乓球
亚洲锦标赛女子 TT4 级单打冠军。 在 2016
年和 2021 年两届残奥会上，张淼分别获得
乒乓球女子单打 CL4 级银牌和女子轮椅乒
乓球 TT4-TT5 团体金牌。

备战 2013 年亚洲残疾人乒乓球锦标
赛期间，张淼的父亲病危。 “我多少次想回
家看爸爸，可我不能，因为爸爸更希望我能
打好球。 我必须努力打好球来回报他！ ”比
赛结束，22 岁的张淼同时斩获团体和单人
金牌，但也收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

2015 年， 她正式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体
育管理专业的一名学生。 走进校园那一刻，
她在心中默念：“爸爸， 您的女儿是大学生
了，您的女儿是最棒的！ ”

传递爱心 回报社会

“是那么多好心人的爱，支持我走到了
今天。 我希望把这份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
张淼由衷地说。

今年 3 月 2 日上午 9 时， 北京冬残奥
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北京市大运河漕运码头
举行。 作为第 5 棒火炬手的张淼坐在轮椅
上手举火炬，光荣完成了火炬传递任务。 此
后，张淼担任了冬残奥会志愿者，除协助做
好后勤保障工作以外， 每天到比赛场馆向

国际友人、运动员和观众宣传奥运精神、普
及冬残奥会知识。 她还到比赛现场当拉拉
队员， 为参赛队员们鼓劲喝彩。 那些日子
里，由于不停地奔波、呐喊，她的腿肿了，嗓
子哑了，但她乐在其中。 为此，她受到了国
际乒联的表扬。

为传递爱心， 张淼经常应邀去学校等
单位演讲，讲述自己不向命运低头、拼搏圆
梦的经历，激励更多青少年自强不息、立志
成才。 2017 年，她和 4 名宣讲人先后到北京
人大附属学校等多所中小学作演讲。 报告
会结束后， 同学们都围着张淼签名留念 。
2018 年 5 月 31 日，她和队友到北京天使儿
童医院看望残障儿童， 鼓励孩子们战胜困
难、勇敢追梦。

“家乡有我童年美好的回忆，有我割舍
不下的母校情。 我希望为家乡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 ”2021 年冬季，张淼拿出 3 万多
元购买 1000 个书包， 先后到萧县特殊教育
学校、 萧县残联康复中心和赵庄镇张朴楼
小学，为孩子们献爱心，鼓励孩子们心怀感
恩，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今年 7 月 22 日， 萧县聘请她为德育报
告团成员。 她决心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分享
和传递给更多的青少年和残障人士。 “过去
是别人帮助我，如今我可以帮助别人，真的
很开心。 如果别人能从我的成长故事中汲
取到精神力量， 这是比拿金牌更大的意义
所在。 ”张淼说。

近年来， 张淼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全国五四青年奖章以及全国三八红
旗手、 国际残疾人运动员健将等称号。 目
前，她在总结历次比赛经验教训，备战明年
在杭州举行的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我要不断努力 ， 为祖国争得更多荣
誉！ 报答祖国大家庭对我的关爱。 ”张淼动
情地说。

夫妇同献血 携手献爱心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王丽萍

原本是陪同丈夫去献血的，
结果她自己也伸出胳膊， 捐献了
400 毫升血液。 最近，发生在淮北
市民张巍巍身上的故事， 成为一
段佳话。

8月27日， 淮北万里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职工张巍巍的丈夫接到
淮北市中心血站“O型血库存不足，
希望爱心人士去捐献血液”的信息
后，在妻子张巍巍陪同下，来到位
于淮北市总工会东侧的献血点。

在排队等候的过程中， 看到
有很多人在献血， 张巍巍也萌发
了献血的念头。

“我的血型虽然不是 O 型
血，但是受爱人的影响，加上又看
到献血屋门口排队献血的人那么
多， 心里不由得也想尽一些绵薄
之力。 ”张巍巍说。

张巍巍献血时， 看到抽血的
针头比一般打针的针头要粗一
些，看上去有点吓人，但是医生抽
血的技术高超，一针见血，顺利完
成了 400 毫升血液的采集。 张巍
巍在献完血后笑着说：“感觉好像
也没想像中那么痛嘛， 而且也没
什么不适。 ”

张巍巍还表示， 今后只要身
体条件允许，她会每年献两次血。
“我想这身板应该可以坚持下去
的。 ”她说。

张巍巍和丈夫的年龄都是
44 岁。 2002 年，淮北市中心血站
告急。张巍巍的丈夫得知消息后，
来到中心血站， 献出了 400 毫升
血液。那是他第一次献血，这次是
他第 5 次献血。

除了献血， 张巍巍和丈夫平
时也热心参与公益活动。去年，河
南郑州遭遇洪水灾害时， 张巍巍
捐了 500 元钱。

“口袋公园”
让“诗与远方”触手可及

■ 徐 海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发布的《关于推动“口袋公园”建
设的通知》要求，2022 年，全国将
建设不少于 1000个城市 “口袋公
园”，为群众提供更多方便可达、管
理规范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

“口袋公园” 是面向公众开
放、规模较小、形状多样，具备一
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化活动场

地。 作为大中型公园的补充，“口
袋公园”见缝插绿、见缝造景，如
玉珠散落般分布在高楼大厦、街
头巷尾之间。

“口袋”虽小，但规划、建设大
有学问。 “口袋公园”应密切结合
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设置相应的
配套设施，满足人们运动、休息、
游览、观赏等需求，丰富“口袋公
园”服务功能。 在设计上，应充分
结合景观、地形、建筑等元素，以
绣花功夫打造方寸之美。

作为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

“口袋公园”还要体现文化印记。可
结合本地历史文化，突出区域文化
特色，避免千园一面，使本地的“口
袋公园”成为当地居民记住乡愁和
外地游客了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

体。 比如，无锡在东林书院外沿河
游园植入东林书院文化元素，留住
了城市记忆，成为当地文化新地标
之一； 合肥延乔路上的街角公园，
记录着陈延年、 陈乔年生平事迹，
成为市民心中对革命先烈表达敬

意的打卡圣地。
共享空间需要共同呵护。 一

旦疏于管理，“口袋公园” 难免会
出现卫生“脏乱差”、安全不到位
等问题。因此，除有关部门要加强
管护外， 群众也应树立 “保护环
境，人人有责”的意识，维护好身
边的“口袋公园”。

“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
“口袋公园”为忙碌的人们提供了
“绿色驿站”，让“推窗见绿，出门
见景”变为现实，让“诗与远方”变
得触手可及。

“在老人需要的时候，
第一时间赶到”

■ 本报记者 李明杰

“现在想起半个月前的那件
事,我至今还心有余悸。 多亏了您
拨打了电话，要不然，后果会非常
严重！ 昌奶奶，您做得很棒！ ”

日前， 在肥东县石塘镇龙城
社区昌家珍老人的床前， 带着慰
问礼品前来看望老人的社区儿童
主任（助老员）周琼珍，一边与老
人唠家常， 一边回想着那个紧张
的夜晚。昌奶奶吃着水果，笑意始
终挂在脸上……

就在不久前一个异常闷热的
夜晚，凌晨 1 点半左右，正在熟睡
的周琼珍被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
惊醒，来电显示是“昌家珍”。 “周
主任，我头昏、胸闷、想吐……”伴
着微弱无力的呻吟， 周琼珍立即
意识到， 丁二组的留守老人昌家
珍身体出现了问题！

她连忙安慰老人，接着拨打了
急救电话，又骑车赶到老人家中。

此时，老人躺在床上，双眼紧
闭，面色蜡黄，意识模糊。 见此情
景， 周琼珍叫醒老人邻居过来帮
忙，同时为老人住院做准备。救护
车及时赶到后， 周琼珍等人迅速
把老人送上了救护车。

在医院， 周琼珍跑前跑后为
老人办理住院手续， 陪同老人进
行各项身体检查。凌晨 5 点半，经
过 3 个小时的紧急救治， 老人情
况有所好转。医生诊断：昌奶奶突
发脑梗塞，幸亏送医及时，否则将
有生命危险。此时，天空已渐渐泛
白。看着老人输着药液，平稳地睡
在床上， 周琼珍心里的一块石头

落了地。
在安顿老人住进病房后，周

琼珍拨通了昌家珍在外务工的儿
女的电话， 告知老人目前的身体
状况，并安慰他们不要着急，在他
们回来之前，她会全程照顾老人。

“儿童主任不仅承担儿童的
综合管护，也承担了关爱留守、独
居老人的工作。 ”周琼珍说。 开展
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 3 年来，周
琼珍坚持上门探访留守、 独居老
人， 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
情况，按照一人一案的方式，为老
人提供服务，“帮助他们买药、取
快递，监督慢性病老人按时吃药，
提高老人们遇到突发事件的应变
能力。 ”

周琼珍还与社区干部、 村民
组长、网格员和志愿者们一道，深
入老人家中，宣传用电安全、交通
安全、防电信诈骗等知识，守护老
人们的晚年幸福。

“把我的电话号码存在老人
的手机里，写在老人床边的墙上。
我的手机时刻处于开机状态。 在
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第一时间
赶到，第一时间进行救助，必须做
到，切，切，切！ ”周琼珍在日记中
写道。

周琼珍先后获得肥东县 “最
美儿童主任”、石塘镇“优秀共产
党员”等称号。

近年来， 肥东县民政局通过
购买服务方式，为全县 20 个乡镇
(街道 ) 配备专职儿童督导员 22
名，在 249 个村(社区)设立专职儿
童主任 321 名，有效地提升了“一
老一小”关爱水平。

·人间真情·

·百姓纪事·

“虽然我的腿无法正常走路，但我的心
从来都向往着远方。 ”这位出生在农村的重
度残疾女孩，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爱下，努力
拼搏，成长为残奥会冠军。 为回报社会，她
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以自身经历鼓励更多
人自强不息、励志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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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上圆梦世界冠军

荨 开学在即，淮南二中高一年级 1900 余
名新生开始为期一周的军训。 图为 8 月 28
日，新生进行队列训练。

特约摄影 陈彬 摄

·成长天地·

茛 8 月 29 日， 滁州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
队队员义务为来安县新安镇中心学校检修

校园用电设备，确保用电安全。
本报通讯员 宋卫星 摄

迎接新学期

荨 8 月 26 日， 合肥市
和平小学东校一年级新

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

校园、 相互介绍认识并
进行互动游戏。
本报通讯员 蒋娟娟 摄

荨 张淼在东京残奥

会乒乓球比赛中。（资
料图片）

荩 今年 3月 2 日，
张淼成为北京冬残

奥会火炬手。 （资料
图片）

投稿邮箱：wxyrsbw@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