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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种 草 莓 富 乡 亲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河南孟津县京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吕妙霞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日前，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朱寨
村的“十里香”草莓生态园大棚内，鲜
红娇嫩的“太空 2008”号草莓微微垂
落，有黄蕊白花点缀，阵阵香味沁人心
脾。这些草莓，已经被客户提前十几天
预订完毕。

一位身着深蓝色布衣的女士蹲在地
里，用手拨开绿叶，正细心观察草莓长
势。看起来柔柔弱弱、与一般农妇无二
的她，正是洛阳龙浩农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吕妙霞，人称“铁姑娘”。

小草莓 大文章

在草莓基地的塑料大棚里，阳光不
疾不徐地洒进来，一些游客拿着小筐，
正忙着将一颗颗饱满的草莓采摘下来，
有些直接送进嘴里⋯⋯“眼下，正是采
摘的旺季，一天能接待 2000 多人。”吕
妙霞说。

这些草莓是吕妙霞的命根子，也是
乡亲们的致富果。

1989年，21岁的吕妙霞和丈夫到
北京做水果生意。经过 20 年打拼，
夫妇俩已拥有3家连锁超市，资产数
百万元。

2008 年春节，在外打工的吕妙
霞回孟津老家过年，看到村里很多
留守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
日围着灶台转，没事就打打麻将，
她十分痛心，说道：“男人在外打
工，女人也应自立自强，才能过上

好日子！”
于是，她萌生了返乡创业

的 想 法 。“ 都 挣 那 么 多 钱
了，还想折腾，俺们都说

她傻！”如此一来，吕
妙霞不仅成了村民眼
中的“傻妞”，也遇到
了来自家庭的阻力。
年迈的母亲说：“好不

容易有了点积攒，一下子投进那么多，
砸了锅怎么办？”

可吕妙霞不听，通过一番市场调
查，她发现洛阳等地的高档水果很少，
且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购进来的，尤其是
草莓，无论是个头、品种还是味道，都
与优质水果相差甚远。她认为，孟津当
地的土质很适合种大棚水果，而自己又
有着多年的水果销售经验，种植草莓
可行。

为了带动乡亲们改变固有观念接受
大棚水果，吕妙霞挨家挨户上门劝说，
结果费尽口舌也很难打消疑虑，她只能
单枪匹马先干起来。

“这里原来一片荒芜，晚上连路灯都
没有，大货车很多，我也是累得不行才
能睡着。”建厂伊始，从小怕黑怕虫的吕
妙霞硬着头皮，在几间石棉瓦房里值起
了班，听着虫鸣，成宿睡不着觉。

就这样，吕妙霞离开北京，回到家
乡，承包 150 亩地，贷款 200 多万元，
开始做起了小草莓的大文章。

“铁姑娘”拼劲足

种草莓是个精细活。平整土地，安
装水管，采购钢管，装修棚膜，埋设滴
灌⋯⋯吕妙霞前后用了 3 个月的时间，
跑了 4 个省，往返数千里，购回一件件
材料，建起了67座大棚。从山东购进草
莓种苗后，她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赶到
基地，一排排看，一株株浇水、施肥。

草莓需要 3 月份育苗，8 月份移栽，
吕妙霞坦言她最怕的就是自然灾害。可
是，人们却都说，这“铁姑娘”的名号
着实不是白叫的。

2009 年 11 月份，一场突如其来的
大暴雪席卷孟津，眼看着刚建起来的草
莓大棚被压得七零八落，吕妙霞的心就
像被刀割一样，差点哭出声来。她牙一
咬，带领工人自救，决心要把损失降到
最低。经过几天努力，一座座草莓大棚
又顽强地立在了凛凛寒风中。没想到第
二年 9 月份，一场龙卷风把她的大棚全
部刮飞，大暴雨冲走了全部草莓苗。她
只得擦干泪水，从头再来。

眼看小苗一天天长大，吕妙霞却变
得又黑又瘦。她的母亲心疼地说：“看你
瘦得娘都不敢认了！”可是吕妙霞却引以
为傲：“这每一排结了几个草莓我都清清
楚楚，我是一天天看着它们长出来的！”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2010年
春节前，吕妙霞的草莓上市了。草莓园
里，人来人往，供不应求。两年的努
力，终于有了收益。

乡亲致富有路

如今，沿着孟津县 314 省道一路前
行，不足10公里的道路两侧，集聚了近
20家果品采摘基地，现代化日光温室大
棚蔚为壮观。每到节假日，游客便从四
面八方蜂拥而至。

“一个人富不算富，让更多人都致
富，这才叫真本事”。自己的草莓生意越
做越红火，为了带动更多乡亲，吕妙霞
成立了孟津县京孟种植专业合作社，并
积极给乡亲们想办法：有资金的可以承
包土地，自己建棚，自己管理；没有资
金的可以租园区的大棚，等有了效益再
给钱；大家用同样的品牌、种苗、技
术，统一包装、收购、销售。“合作社定
出产品底价，如果市场价格高于底价，
社员可以自己销售；如果市场价格低于
底价，合作社会以底价收购负责销售。”
吕妙霞说，这样就能保证合作社成员利
益不受损失。

“以前村里一些妇女闲着没事，就嚼
舌头、吵架，现在都只顾着赚钱，谁还
有那闲心！”正值中午，白鹤镇范村的蔡
巧云正忙着接待游客。从2010年起，在
吕妙霞的帮助下，蔡巧云建起了 4 个大
棚。如今，她家的两幢新房刚刚建成，
20个大棚也已经初具规模。

2012年，吕妙霞注册成立了洛阳龙
浩农业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模式，让更多村民尝到了
甜头。目前，龙浩公司流转承包土地
1200 余亩，建设草莓大棚 420 个。同
年，吕妙霞又建设了面积 400 亩的集旅
游、观光、采摘于一体的休闲农业观光
园区。在她的公司里，有 550 多名当地
农民，其中 90%以上是留守妇女，还有
8%是经过培训的残疾人。

“大棚有一座，吃穿不用愁；大棚三
五座，三年盖小楼；大棚有十座，富得
直冒油。”如今，孟津县流传着这样的顺
口溜。乡亲们都说，这些都是吕妙霞的
功劳。

“本来计划干到 50 多岁，我就不干
了，没想到现在越干越有劲儿！”吕妙霞
说，乡亲们有时看见她，赶紧把凳子擦
一擦，拉她进屋唠唠嗑，“这待遇比啥都
强！”

吴亚琴是能“刷脸”的人，她一出现，
社区的事全摆平，区内没人不认识她，也
没人不服她。出社区，社会各界都认她，
靠这张脸，她为吉林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
园社区创造幸福，让居民共享幸福。

“这事可不能这么办，您先听我说
⋯⋯”打电话的人正是长山社区党委书记
吴亚琴。2 月 28 日，在这次通话持续的
19分钟里，加上记者在内陆陆续续共有3
拨人来找吴亚琴。这样忙碌的她，大家感
觉应该是个女强人，其实端坐在办公桌前
的她个子不高，体型微胖，声音有些沙哑，
有一张满面笑容的脸。

吴亚琴是记者的老相识，还是 2014
年采访时穿的红色工作服，起身安排工作
时走路都带风，说话干脆利落，三下五除
二，却事事处理得有条不紊。

爱是温暖
付出的是爱，凝聚的是人心

对吴亚琴的采访出乎意料地简单，她
只说了一件事，就是基层组织建设。谈起
其他事，她谦虚地说：“这些事都是我们共
同做的，应该由大家来说。”

“巩固社区长治久安，必须建设好基
层。老百姓头上就这么大块天，办事想一
马平川，求个一路平安，这些百姓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要社区
能第一时间解决他们的问题。”吴

亚琴说，长山小区积极扩建联合党
支部、筹建社会组织党支部，实现社

区党组织网络化，逐步完善了“社
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院

党小组—党员家庭户”的四
级组织架构，形成许多社
区治理新模式。“这其中最
具创新性的是红马甲积分
兑换。居民志愿服务得到
道德积分，置换被服务或兑
换生活用品、书报刊物、微
心愿等。”吴亚琴介绍道。

2 月 28 日上午，是长山
花园社区红马甲志愿者积分
兑换日。还不到七点，李大

爷就敲开正在核查积分兑换清单的吴亚
琴的办公室，难为情地说：“亚琴啊，我有
个事想和你商量商量。”吴亚琴放下手中的
工作，一边热情地把李大爷迎进屋里一边
说：“咱都是一家人，有啥难处您说，咱一起
想办法，没有过不去的坎！”李大爷这才开
了口：“亚琴啊，咱们志愿服务可以积分，积
分可以兑换生活用品，分不够，可以先赊
着，以后再做志愿服务还，这事还作数不？”

吴亚琴哈哈笑着说：“还以为你遇到
难事了呢，这事是咱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
的，哪能说了不算！”红马甲积分是得到了
全国各地社会工作者一致好评的创新之
举，如果志愿者的积分不够换取自己想要
的奖品，可提前预支积分，在下一年继续
做志愿服务来补足。李大爷悬着的心放
下了：“那可太好了，咱啥也不说了，就冲
着亚琴，冲着咱们社区，冲着咱们的居民，
以后我还得多做志愿服务，我这就巡逻
去。”就这样，志愿者们的善行收获了温
暖，这份温暖汇聚成为暖流，在志愿者间
不断传递。

爱是关心
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居民难题

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是全国难题。
为解决居民开具证明难题，吴亚琴组织工

作人员，为有意愿的居民建立并完善居民
社会关系信息档案，做到居民开具证明有
据可查、动态更新。同时，完善群众诉求
代访代办工作，即群众有诉求社区代诉、
群众有困难社区代访、群众有难事社区代
办、群众有服务需求社区代理、弱势群体
社区代助，在工作中做到“耐心接访、细心
出访、专心回访、精心急访、同心联访、真
心复访”。

建立遗嘱库是更难的一件事。社区
怎么想起做这个事儿来，吴亚琴讲了来
由。2015 年，一位孤寡老人在社区去世
了，身后留有 30 多平方米的房子，10 个
月的工资，1 万多块钱。老人突然离世，
没留遗嘱。他有个外甥来看过他，如果让
外甥做继承人没有法律依据，是我国的继
承法空白。为此，社区联系法院开了一次
庭，在法律上确定了外甥继承的合法性。
这启发了长山社区做遗嘱库的想法。“这
件事成了国家案例，作用是把可能出现的
家庭矛盾消灭在萌芽中，生前留遗嘱，身
后无顾忌。”吴亚琴说。

立遗嘱容易，过程还挺神秘。讲一个
2016年12月24日的故事。那天，社区居
民侯大爷带着老伴来到社区找到吴亚琴，
神秘地说：“吴书记，我找你有点事，你可
得帮帮我，还得替我保密啊！”吴亚琴笑呵
呵地说：“侯大爷，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
一定替你保密，放心吧！”侯大爷起身关上
门说：“吴书记，我要立遗嘱！”吴亚琴说：

“好啊，这是好事，趁着你们二老还不糊
涂，把遗嘱立好，我给你们保密，等你们百
年之后，儿孙也省却了好些麻烦事。不
过，立遗嘱不能我一个人跟你们说说就完
事的，我要找几个工作人员来作为证人留
下手续，这样既合理又合法。”

于是，社区调解员和副书记一同来到
办公室，在三个见证人的共同见证下，侯
老及老伴立下遗嘱签字按下手印，同时社
区三个见证人也签字按了手印，遗嘱一式
三份，社区保留一份，两位老人各一份。
吴亚琴当场宣布：“遗嘱即时生效，参加人
员必须保密，不得向相关人员泄密！”两位
老人带着立好的遗嘱，高高兴兴地回
家了。

爱是胸怀
联系群众零距离，勇于担当创新

吴亚琴在社区群众心中是什么样的
人？社区专员付强给出的答复是：“吴
姨”“吴姐”“亚琴”“社区一姐”“能刷脸的
人”⋯⋯

她给人最深的影响、印象是啥？超前
思维，还特别有行动力，想做的挖空心思，
使出浑身解数必须得实现。举个例子，是
社区改造煤气管道的事。有居民羡慕有
煤气管道的社区，他们社区老旧，一直用
煤气罐。吴亚琴跑煤气公司，跑了几十
次，求人的话说了几箩筐，事儿成了。可
一改造，有居民不干，说每家要交 3000
元安装费不行，政府免费可以。吴亚琴再
做群众工作，讲政策，讲安全，讲方便，讲
成本，终于说通了，这个老旧小区用上了
管道煤气。

吴亚琴20多年如一日，千方百计为社
区群众谋幸福，解决居民就业、社区居家养
老、儿童课后看管和老旧散小区物业管理
等难题，做到了联系服务群众零距离。她
对群众有爱心，勇于担当和创新，想干事能
干事干成事，实现了“服务惠民只进一道
门、群众办事只到一窗口、百姓诉求只找社
区首办人”，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
解在基层，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吴亚琴带领居民同心同德，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形成了“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
居委会主办、居民广泛参与”的民主协商
治理机制，探索出“民事调解十二法”和

“五代六心工作法”，打造了“零犯罪、零家
暴、零吸毒、零辍学、零失业家庭、零矛盾
升级、零非正常上访”的和谐幸福社区。

“中国小巷总理”之星、全国三八红旗
手标兵、全国时代楷模、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和谐社区建设
工作先进个人、被最高人民法院及司法部
评为模范人民调解员、吉林省“社区工作
者楷模”、吉林省“人民调解工作能手”、吉
林省“城市和谐社区建设先进个人”⋯⋯
这些荣誉背后，是 20 多年来她在平凡的
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业绩。

能 “ 刷 脸 ” 的 人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吉林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吴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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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宁波后，吴长浩（右）将菌菇转卖给认购的市民。

向湖南“一家一”助学就业·
同心温暖工程捐款，在湖南师范
大学医学院、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院、吉首大学医学院设立

“奖学基金”，他关爱贫困学子；奖
励贫困地区的优秀教师，并给 90
多所中小学校捐款，他帮助贫困
山区发展教育；向湖南常德汉寿
县东岳庙乡、长沙望城区雷锋镇
等贫困乡村捐款，他帮助建桥修
路、修水库；向长沙市红十字会、
四川汶川、青海玉树等地区捐款，
他援助地震灾区重建⋯⋯

他叫刘习明，从1994年起就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在助学帮扶、
社会捐助、医疗扶贫等方面投入
许多。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湖南长
沙生殖医院院长，先后组织医院
骨干在贫困地区开展了 60 多次
下乡义诊活动，免费接诊、发药、
开展科普讲座，给偏远贫困地区
的居民送去了医学知识和医药资
源。为解决病人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他多次为弱势群体患者
减免医药费、发放爱心基金，受益
人群达到4000多人次。

刘习明研究治疗不孕不育始
于1983年，当时不育不孕尚属疑
难病症，甚至国内还没有生殖医学这个学科。他埋头钻
研，白天上班接诊，晚上青灯黄卷。1995 年 8 月份，刘习
明创办了湖南首个治疗不孕不育的专科医院。为了进一
步提高疗效，刘习明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临床怀
孕率逐步提高，名气也越来越大。回忆起一些夫妇远道
抱着孩子来医院报喜的情景，刘习明眼中泛起了泪光：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我时常会被患者治愈后的欢笑声
感染，也被生命的神圣所感动。”

“生了病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事，身体上、心理上都
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经济拮据带来的压力也将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治疗效果。”从建院开始，刘习明就定下了一个
规矩：不让患者花一分冤枉钱。他严格规范医院的医疗
项目收费，在患者候诊处公示收费，并要求医护人员对病
人负责，没有把握治愈的，宁愿减少收入，也不滥收滥
治。据介绍，每年该院有五分之一难以治愈的病人没花
一分钱就被劝回去了。

面对能够治疗的困难家庭，刘习明总是认真问诊、耐
心解释，尽一切可能减轻其经济负担。刘习明以其精湛
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获得“三湘好医生”“中国好人”等
荣誉。不过，刘习明把很多荣誉证书都锁在柜子里，他说
这些只代表过去，不代表未来。他说：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已很有意义，如果成功了就应该回报社会。

黄泥垒成的屋墙、高耸入云的大山⋯⋯浙江丽水市
松阳县山清水秀，但因为家里孩子都在上学，该县玉岩镇
村民何永昌的日子过得不宽裕。吴长浩是平原地区宁波
市余姚供电公司员工，得知情况后自发地与何家结成了
帮扶对子，除了定期资助何永昌孩子生活费之外，2014
年以来他每年都驱车数百公里，翻山越岭登门看望。

何永昌夫妇以种植菌菇为生，虽然品质好，但销路窄
一直是难题。前些时候，当得知还有不少烘干的菌菇待
售时，吴长浩通过微信朋友圈等多种方式，帮何永昌家预
售菌菇150斤。日前，吴长浩和同事陈振初等驱车6个小
时来到何家，帮助解决销售难题。 张 辉摄影报道

3月1日，花菇培育棚内，何永昌（右）夫妇正在装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