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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阿 孜 古 丽 • 尤 努 斯 对
话，她始终面带微笑。乐观、
友爱，是朋友们对阿孜古丽的
评价。而上了年纪的老人则
会说：“这丫头，厚道、善良，亚
克西！”

春日温宿，微风宜人。在
新疆南疆小城温宿县，找阿孜
古丽并不难。她在社区工作了
11 年，许多群众都知道她。“认
识那位长年照顾汉族大妈的维
吾尔族大姐吗？”3月 31日，《经
济日报》记者在温宿县询问路
人，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哦，知
道，是阿孜古丽，在文化路上的
一家裁缝店里。”

去年 10 月，退休后的阿
孜古丽和朋友共同成立了柔鲜
古丽民族服装培训有限公司，
开展服装制作培训、销售，帮
助妇女就业，目前已有 20 名
妇女在此实现就业。而让阿孜
古丽广为人知的，是她和丈夫
照顾汉族老人周志贤的故事。

那 是 2009 年 11 月 14
日，作为英巴格社区干部，阿
孜 古 丽 在 社 区 走 访 时 发 现 ，
73 岁的孤寡老人周志贤家中
没有暖气，正蜷缩在被窝里取
暖。看到老人的状况，阿孜古
丽落泪了。回到家中，她把周
志贤的情况告诉了丈夫艾合拜
尔•亚森，和他商量要把周大妈接到家里居住。艾合
拜尔也是个热心肠，当即表示支持。

第二天，温宿县下起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天气越
发寒冷。阿孜古丽和丈夫担心周大妈受冻，一大早就
把她接到了家。“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从此，阿孜古
丽有了一位汉族妈妈。

在家中，阿孜古丽和丈夫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
照顾周志贤，并专门腾出一个房间供老人居住，为她洗
脚、捶背、按摩⋯⋯无微不至的照顾，让老人身体状况
有了明显好转。

周志贤是重庆长寿人，上世纪 50 年代来到新疆支
援边疆建设，丈夫于 1988 年去世，没有子女。说起艾
合拜尔和阿孜古丽夫妇，老人露出幸福的笑容，“我现
在幸福得很，他们就像亲生儿女一样”！

然而，周志贤怕给阿孜古丽一家带来不便，多次提
出要回到自家居住，阿孜古丽和丈夫再三挽留，最后商
定：等老人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再搬走。

后来，县里组织建设廉租房，阿孜古丽帮助周
志贤申请了一套面积为 50 平方米的新房。拿到钥匙
后，夫妻俩又张罗着铺地板、购置沙发、窗帘、厨
具和电器。新房装修好了，阿孜古丽还是不放心，
每天都去看望她的汉族妈妈。为让老人能及时联系
上她，还给老人买了一部手机，手把手教她怎么使
用。一有空，阿孜古丽就会过去，洗衣、做饭、聊
天，陪伴妈妈。

“父母从小就教育我要心怀大爱，这个观念已深
深地植入了我的血液。”阿孜古丽微笑着说，她的父
亲尤努斯有不少来自内地的同事，他们都会尽心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父辈的行为也在影响着幼小的阿孜古
丽。

“我最喜欢这些叔叔阿姨了，他们每次探亲回
来，都会给我带礼物。”阿孜古丽笑着说，“在我的印
象里，父亲和同事们和谐相处、并肩工作，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

周志贤今年 80 岁了，虽然 2009 年至今经历了 5
次住院治疗，但在阿孜古丽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如今身
体硬朗，心情舒畅。“这都亏了丫头啊，她是我的恩人，
更是我的亲人。”老人感慨道。“只要有爱，就是一家
人。”拉着妈妈的手，阿孜古丽笑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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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

本报记者

乔文汇

10 年间，她悉心服务了 34 名智障人
员，其中 10 人在特奥会上摘金夺银，13
人找到了工作。不仅如此，她还为社区
387名残疾人家庭带来温暖。她是被智障
人员称为“爱心妈妈”的安徽省合肥市
经开区芙蓉社区残疾人协理员孙继珍。

2006 年，孙继珍辞去原来的工作，
来到芙蓉社区，成为一名残疾人协理
员。她的大儿子先天性智力二级残疾，
这让她对残疾人群体多了一份感情和理
解，“我更能体会残疾人家庭的不易，希
望将自己长期照顾儿子的经验，用来帮
助更多人”。

和残疾人交朋友

家住芙蓉社区齐云居委会的梁金花
患有精神疾病，狂躁易怒，犯起病来就砸
水瓶、摔碗、打人，大家都躲着她。孙继珍
却主动找到她，和她交上了朋友，“她是一
个病人，我想给她一点温暖”。

原来，梁金花在 16 岁时遭遇不幸。
自那以后，她精神受到严重打击，情绪
也很不稳定。“天气不好时，她就容易犯
病。”孙继珍逐渐摸出和她相处的规律。
在孙继珍的耐心照料下，梁金花慢慢接
受并信任孙继珍，病情也随之好转。孙
继珍发现，梁金花其实十分聪明，就帮

她买了一批丝网花材料让她学习编织。
很快，梁金花就能熟练地编出各色丝网
花。孙继珍又带着她出去把这些丝网花
卖掉。

如今，梁金花能自己买菜、做饭、
收拾家务，并懂得感恩。一次，她悄悄
地把一些新鲜的蔬菜放在孙继珍家门
口，孙继珍眼眶一下就湿润了，更加觉
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帮他们过上新生活

“笔要斜一点，再涂点绿色⋯⋯”在
芙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的智障残疾
人康复站——开心乐园里，孙继珍正耐
心地教一位智障人员画画儿。

她自掏腰包买来拼图、水彩笔、漫
画书等，手把手地教残疾人画画、写
字、拼图，还一笔一画地教他们写自己
的名字。“他们的思维相当于三四岁的
儿童，要反复教才行。”孙继珍不停地
重复着简单的动作和话语，却丝毫不觉
得枯燥。

10 年来，社区里的每一位智障残疾
人都让孙继珍牵肠挂肚，她用母亲般的
温暖和细心，教会了开心乐园里的 34 名
智障人员过马路、写字、使用家电、做
游戏，帮助他们过上新生活⋯⋯

孙继珍为残疾人辛苦操劳，头发比
同龄人白得早，体重也从原来的 130 斤
降到 98 斤，但看到开心乐园里“学员”
们的“作品”，她倍感欣慰；看着 34 名
残疾人的成长与进步，分享着来自 34 个
人、34个家庭的快乐，她快乐无比。

老人的“好闺女”

不光 34 名精神智障人员，开心乐园
里其他 300 多位残疾人也是孙继珍心中
的牵挂。

起初，有些老人并不相信孙继珍。
“ 我 的 工 作 思 路 是 4 个 字 —— 将 心 比
心。”孙继珍说。她随身携带着一本民情
日记本，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很多事
情：张大爷需要一副拐杖、李奶奶的白
内障要去医院检查了，王大叔的残疾证

要换了⋯⋯哪家老人得了什么病、吃什
么药，谁家有几把凳子、几口锅，她都
记得很清楚。

家住芙蓉社区的张海山老人今年 88
岁，老伴徐兰英今年 85 岁。他们无儿无
女，都是肢体三级残疾。孙继珍隔几天
就去给他们晒被子、洗被子、洗头，有
时还会带领志愿者给他们打扫卫生，陪
他们聊天。遇到雨雪天气，她担心老人
行动不便，就把饭菜送到他们家。时间
久了，老人对孙继珍也有了依赖。有时
一大清早，徐兰英老人就会来到孙继珍
家楼下喊：“丫头啊！今天能不能给我洗
洗头啊？”孙继珍听到喊声，就会立即丢
下手中的活，赶到老人家。

“现在，这些老人都把低保存折放心
地交给我了。”孙继珍笑着说，她会好好干
下去，让更多残疾人自信、自立、自强。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芙蓉社区孙继珍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芙蓉社区孙继珍：：

让残疾人过上新生活让残疾人过上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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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

彩 绘 扮 靓 垃 圾 房

4 月 7 日，一名游人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镇

上洋村一座画有村中景色的垃圾房旁拍照。

在上洋村十里观景长廊公路旁，一座座飞梁翘

角、灰琉璃瓦的垃圾中转房沿路而建，墙面画上了村

中的山水人文风景，使房在景中、景在墙上。彩绘村

景不仅扮靓了小小建筑物，也促进村民养成爱护和美

化环境的环保意识，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张国荣摄

孙继珍

（右

）正在耐心地教一名

残疾人学折纸

鹤

。

李长龙

摄

去年 6月 28日上午 10时，陕西省汉
中市南郑县碑坝镇西江村文书兼青龙组
组长胡万春，在带领村民疏通涵洞时，
不幸被洪水卷走牺牲，年仅 42岁。

大巴山腹地的碑坝镇是南郑县最偏
远的一个镇，与四川省通江、南江接
壤。从碑坝镇出发，在砂石铺成的蜿蜒
山路上驱车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西江
村。胡万春是村里的文书，从事文件收
发、运转、催办、拟办、缮印、立卷、
归档等工作。

冒雨救灾 涵洞遇险

胡万春家是 3 间土房，屋内地面连
水泥都没铺抹，外侧土墙上还留有去年
暴雨留下的水痕，墙角还能看见一块用
钉子钉住的塑料布。邻居们说，这是胡
万春去年 6 月 28 日早上贴上的。当天，
暴雨冲塌了胡万春房子的后墙，他急忙
拿起锄头挖排水沟，并在墙上贴塑料布
防雨，还没贴完就接到村民张富荣的求
援电话。

这里几乎每年夏季都会经历汛情，
胡万春深知时间就是生命，险情会在眨
眼间出现。每年下大雨，胡万春最担心
青龙堰，因为堰坎下住着张富荣与其他
几户村民。一旦堰渠里的水爆满，他们
的房屋及人身安全就面临巨大威胁。

“他说张富荣家里进水了，要去看
看。”胡万春的妻子田良丰含泪回忆着当
天的情景：那天她有事外出，见一大早
就下大雨，不放心地给丈夫打了很多电
话，但都没有打通。后来，胡万春给她
回电说要去村民家，她叮嘱说雨大就不
要去了，可拗不过丈夫，她只好叮嘱着
要注意安全，多叫上两个人一起去。胡
万春匆忙说了句“我晓得”，就挂断了电
话。没想到，这竟是胡万春对妻子说的
最后一句话。

因为妻子的嘱咐，胡万春叫上了邻
居朱以鹏、李长红。他们经过蔡家河坎
时，发现拱桥涵洞被一棵树堵住了，洪
水溢过桥面，严重威胁到村里的烟叶烤
房、通村公路和农作物安全。

“我们一起到了涵洞，当时水已经在
路上冲出了一条 50 厘米深的深沟，眼看
桥和路都要保不住了。”4 月 7 日，村民
李长红指着桥下的涵洞说，当时涵洞上
面洪水汇成一片，胡万春发现一棵碗口
粗的树干横在涵洞口，导致洪水顺着村
道流下去。

“胡万春当时跟我们说洪水太大，一
定要把桥洞疏通，不然大家辛辛苦苦修
的路就完了。”朱以鹏说，他们 3 人使出
全身力气想把树拽出，可树干卡得太
紧，纹丝不动。胡万春让朱以鹏、李长
红先搬来石头做成挡墙，把路上的水引
进河道。山洪越来越大，通村路眼看就

要被冲毁，情急之下，胡万春下到涵洞
口，用肩膀使劲抬动树干，树干终于松
动，随洪水呼啸而下，可强大的吸力将
来不及躲避的胡万春卷入水中，冲下桥
洞外落差 70 多米的山谷。朱以鹏、李长
红见状，立即沿蔡家河直追到西江河，
却始终不见胡万春的踪影。

接到胡万春失踪的报告，碑坝镇党
委、政府组织两组人员、镇村干部和百
余名群众分别沿河搜救，还与下游河段
四川省通江县方向沿河的单位、亲朋好
友联系帮助搜救。经过两个多月的搜
寻，却只找回胡万春出事时穿着的蓝色
短裤、拖鞋和破损的安全帽。

“胡文书是为了来我家排险才被洪
水卷走的，我心里又难过又愧疚。这
些年，胡文书为我们操尽了心，还没
有报答他啊！”张富荣老人的话语里充
满自责。

“胡万春常说能为乡亲们跑跑路，解
决一些困难，让大家满意就知足了。”村
支书王凤武哽咽地说，就在去查看灾情
的路上，胡万春还清理了村里另一处小
涵洞。

胡万春在危急关头，为保护群众生
命财产和基础设施安全，冲锋在前，不
怕牺牲，展示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光辉
形象。陕西省委作出决定，号召广大党
员干部要像胡万春那样始终把为民服务
放在心上，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暖
心人。

为民服务 带富山村

1973年出生的胡万春少年丧父，家境
贫寒，1995年高中毕业回乡，转年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年，经组织推荐，他来
到县委党校党政管理专业学习，取得了中
专文凭。随后两次当选村“两委”委员，担
任村文书兼青龙组组长。

在村里，胡万春总是穿一身耐脏的迷
彩服，背着一个大大的黑色单肩背包，为
村民东奔西跑。只有到镇上开会时，他才
会换上一件深色衣服。

“胡文书，能不能到我家来一趟，我有
个事想麻烦你。”家住半山坡 80 岁的汪忠
礼老人要办高龄补贴，可行动不便，就给
胡万春打了个电话。一个多小时后，胡万
春上气不接下气地出现在他家。录取了
汪老汉的个人信息后，胡万春到镇上填好
各类表册、办好开户存折，又步行一个多
小时山路将资料送到老人手上。低保填
报、合作医疗、养老金办理、纠纷调解，他
把村里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表册填写从
无错漏；修房造屋、红白喜事、技术指导，
他随叫随到，从不收取任何报酬。曾有几
年，胡万春因家庭负担重没有担任文书职
务，但只要村民们有写申请或证明的需
要，他总是随叫随到。

除了为群众办事，他还为村民种植
烤烟提供技术帮助，带领群众走上脱贫
致富路。

在西江村的山坡上，有一座两层的水
泥砖楼格外醒目。这座建筑面积 300 多
平方米、投资 30 多万元盖的新楼的主人
是朱以鹏。

“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全得感谢万
春，没有他,不知道我的苦日子啥时候到
头！”这个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当年他一家几口挤在狭窄的
土坯房里，经常一连几天都吃不到油。

青龙组是西江村最偏远的一个高山
小组，吃喝全靠贫瘠的山地，经济基础
十分薄弱。1999 年，碑坝镇引进烤烟生
产项目，这让贫困的胡万春眼前一亮，
看到了致富希望。他在村里带头种起 4
亩烤烟，没想到一季下来就有 3000 多
元的收入。

后来，胡万春通过不断摸索、实践，在
烤烟种植、烘烤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种
植面积也逐步扩大，收入逐年增加，成为
远近闻名的“烤烟专家”。

自己富了，胡万春并没有想着多改善
自家生活，而是不忘村里人。朱以鹏说：

“胡万春当时跟我说烤烟是个好项目，要
带我一起种烤烟，这样比打工赚钱多又能
照顾家里。”第二年开春，朱以鹏早早腾出
4 亩地，在胡万春的帮助下一株一株种下
了全家的希望，当年就收入 4000多元。

“第一次种烟苗，心里没底就打电话
请胡万春帮忙，没想到他宁可不管自家
的苗子也赶了过来。”村民杨涛感受更
深。他种植了 20 亩烤烟，但在烘烤过程
中缺乏技术，价值 1 万多元的第一炉烤
烟全部报废。眼看地里的烟叶又到了采
摘烘烤时节，错过季节，投资的 3 万多
元就会打水漂，杨涛茶饭不思，急得团
团转。这时他想起了胡万春：“都在忙着
烤烟，哪家耽误得起呀？不知道他肯不
肯帮这个忙。”杨涛忐忑地拨通了胡万春
的电话，没想到，胡万春不到 20 分钟就
赶来了。接下来的两天两夜里，胡万春
手把手地向杨涛传授烘烤技术。当杨涛
卖掉烤烟，挣了 6 万多元时，首先想到
要感谢胡万春。

“你赶紧把钱拿回去，我帮你不是为
了钱，是作为乡亲应该做的，更是一名党
员应该做的。你要感谢我，以后就多帮帮
村里其他人。”胡万春婉言拒绝了杨涛的
好意。

如今，胡万春帮扶的 7 户村民每年种
植烤烟 160 多亩，产值 80 余万元，户均收
入 10 多万元，西江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烤烟村，人均年收入万余元。

村民们靠种烟叶富了起来，可帮助他
们致富的“亲朋”胡万春却永远地走了，留
给他们无尽的哀思。

把群众安危放在第一位
——追记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碑坝镇西江村文书兼青龙组组长胡万春

本报记者 雷 婷

◀ 胡万春在田地

里。 （资料照片）

▼ 4 月 7 日，胡万

春妻子田良丰(右)向记

者展示胡万春在其家

后墙铺的塑料布。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胡万春出事的涵洞。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