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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一大早，刚从北京领完“孺子
牛奖”的江苏盱眙县桂五镇敬老院院长李
银江便马不停蹄地赶到镇里的公墓区，为
敬老院已故老人祭奠，向群众宣传文明祭
祀注意事项。

“为五保老人尽孝，对群众尽责，把敬
老院发展好，就是我对党最大的忠诚”。
33年前，李银江在野草丛生的荒地上创建
敬老院，从此开启了为民服务之路。33年
间，敬老院共赡养 128 位五保老人，其中
有 71 位老人离世，李银江 71 次为老人们
披麻戴孝，尽到做“儿子”的本分。

90天建成敬老院

1986 年 5 月 20 日，李银江接到一项
重要任务——筹建敬老院。在一块4.2亩
的荒地前，时任盱眙县高庙乡乡长吴永康
对李银江说：“担子交给你，希望你能干出
个样子来！”“我一定把敬老院建好、发展
好，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29岁的李银江
满怀信心地说。

李银江接下任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
花 4.2 元扯了一块塑料薄膜，在荒地边上
搭个棚子。建院经费有限，李银江便拉上
两个人，找石头、运沙子，样样自己动手，
吃住在工地，从材料购置、工程招标、质量
鉴定，到最后把关验收，90天建起了有12
间平房的敬老院。

敬老院建起来了，可没想到，“为了让
老人来这里，我可费老劲了！”33年后谈起
往事，李银江依然感慨万千，“老人有故土
难离思想，看我年纪轻不信任，‘你给我骗
到敬老院，如果不好，我就没脸回家了’”。

为了打消五保老人的顾虑，李银江向
老人们保证，“你们到敬老院来，包吃包
住，有病包看，我会拿你们当父母，给你们
养老送终！”他向老人们承诺，请老人们先
到敬老院试住几天，如果觉得不好，立刻
把他们送回去。就这样，敬老院开院时，
来了7位五保老人。

33 年来，在李银江的带领下，敬老院

由当初的占地 4.2 亩，不足 200 平方米的
面积发展到如今占地35.5亩，建筑面积达
4280 平方米，由最初的 10 张床位增加到
现在的 126 张床位，前后共服务老人 128
位。今年初，敬老院又增加 5 亩土地，预
留用作今后发展。

如今，走进桂五镇敬老院，一排白墙
灰瓦的小洋房，在绿树掩映中格外显眼，
宽敞的院子里花团锦簇。套间住宿、家庭
影院、茶吧、图书馆、棋牌室等设施一应俱
全。院子里，老人们聊天、晒太阳，其乐
融融。

“让农村每一位老人都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老有所用”，这是李银江给自己定
下的目标。今年 62岁的李银江正努力把
桂五镇敬老院建成公园式、宾馆式的敬老
院，让更多老年人在这里享受到改革发展
红利，安度晚年。

老人的温馨港湾

4 月 5 日中午，记者走进 92 岁五保老
人陈广英的房间，老人正坐在床边看电
视。套间里有大客厅、卫生间、空调、电
视、沙发、衣柜等一应俱全，与普通人家没
什么两样。

陈广英老人听力不好，李银江端着午
饭走进屋时特地提高了嗓门：“陈大娘，吃
饭喽，今天中午烧了鱼和鸡肉，还有千张
结，都是你爱吃的。”看到李银江走进来，
老人起身拉住他的手。“这几天天气暖和，
午休起来，给您洗个头，清爽清爽。”李银
江说。老人一把抱住李银江，激动地说：

“不是银江，我哪里能活到现在，恐怕早就
走了。”

从中午 11 点至 12 点，李银江跑遍了
敬老院的 10 多个半失能老人房间，挨个
询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

“这几天去北京开会，我心里最挂念
的就是这些失能老人，只有跟他们住在一
起，我才会心安。”李银江说，起初，敬老院
经费紧张，护工不好找，他就探索“以老养

老”模式，让“年轻”老人照顾失能、半失能
老人，通过积分来兑换零花钱，“这一模式
让院里出了好几位‘万元户’”。

寻问中，得知王保洋老人这几天血压
有点高，李银江立刻跑到卫生室找值班医
师，叮嘱他下午一定再去看看老人的身体
状况。

“仅让老人吃好住好还不行，还要有
病能医。我们去年引入了医养结合模式，
把镇里的社区医院建到敬老院，老人有啥
情况，医生随叫随到。”李银江说，前几年，
他们还试水社会养老模式，增挂了“桂五
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的牌子，让周边
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的晚年生活多了一种
选择。

敬老院还专门设了追思堂，每逢清
明、冬至、春节，李银江必去祭祀，平时闲
来他也会进去看一看，回忆老人的过往。

“要让这里的老人看到，敬老院是一个大
家庭，有家的温暖，他们‘走了’，也会有人
记得他们。”李银江说。

“小车”不倒尽管推

前段时间，敬老院老人王成东因病去
世，老人的侄子打算买棺材、开坟地，为老
人的后事大办一场。李银江知道后，第一

时间赶到老人侄子家，向他们宣讲殡葬改
革内容，宣传移风易俗新观念。工作做通
后，敬老院免费赠送骨灰盒，并帮助老人
安置了公墓，减轻去世老人家属的丧葬
负担。

“过去，我们这里殡葬陈规陋习比较
严重，互相还有攀比心理，殡葬改革推进
有难度。后来，我们一方面宣讲移风易俗
新观念，另一方面想办法减轻去世老人家
属的丧葬负担。”李银江说，虽然推动殡葬
改革不是他的工作范畴，但只要有利于社
会发展的事情他就会做。

自敬老院创建以来，李银江从没有
分内分外和上班下班的概念。现在的李
银江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当党组
织找他谈话，希望他一如既往地将敬老
院工作的担子挑起来，继续为老人们服
务时，李银江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安
排，并承诺：“不减工作热情和激情，有
苦不叫苦，有难不讲难，全力做好各项
工作。”

多年来，李银江先后荣获“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江苏“时代楷模”等荣誉称
号。近日，他又获颁民政部最高奖项“孺
子牛奖”。面对荣誉，李银江笑着说：“我
就像一辆‘小车’，‘小车’不倒尽管推，我
愿意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

今年 42 岁的冯永强个子不高，说话
声音不大，语速也不快，笑起来挺憨厚的。

作为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工
程风险咨询业务部的总工程师，冯永强有
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职业病”，每次旅游回
来，拿给朋友看的照片总是拍房屋结构、
消防设施的场景多过拍人像；难得陪妻子
逛个商场，他也会下意识地琢磨商场卫生
间的位置是否合理。

就为这个，妻子没少抱怨，嫌他缺乏
生活情趣，却又逢人就夸他在工作中是个

“手比嘴快”的老实人。“因为我嘴笨，不会
说话。”冯永强自嘲地说。“那是因为他爱
这行，总觉得多说不如多做，完成高质量
项目才是‘靠谱’的事。”妻子有着自己的
解读。

没错，冯永强热爱自己从事的行业，
而且是越干越爱。1997年，主修工业与民
用建筑专业的冯永强大学毕业后，进入中
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成了一名一线的施工
人员。“当时的心情是又兴奋又忐忑，想象
着高楼在自己手里建成，谁能不兴奋？却

又害怕出一丁点儿差错，影响工程质量，
所以忐忑不安。”

带着这样复杂的心情，冯永强开始了
他项目技术人员的生涯，一干就是 10
年。在工地上摸爬滚打，对每一个细节

“斤斤计较”；既严格要求自己上手的项
目，也同样用高标准做着本单位其他项目
的质量管控。冯永强觉得自己挺“轴”的，
有时在检查质量管控中遇到问题，他还会
自己动手修正。“嘴笨，可能是因为我没有
表达清楚，不是工友做不到。那我就做出
来，他们一看就明白了，以后就能避免出
现同样的问题。”冯永强说。

冯永强还曾主动参与了四川汶川地
震灾区重建。比起建筑工艺上的难度，在
冯永强看来，肩上的责任带来的压力反而
更大。那段难忘的经历，更坚定了他做事
必须要心细的原则，只要事关项目质量，
没有任何借口，同事眼中的冯永强变得更

“轴”了。
2006 年，冯永强迎来了职业生涯中

的第一次角色转换，由一线施工人员变成
工程监理，供职单位也变成了上海建科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记者问他，做了工程监
理后印象最深刻的项目是哪个，他肯定地
回答，是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明日世界”。

“虽然中西方的建筑理念有差异，但工程
质量是一辈子的事，外方在工程质量上较

真，我们比他们还较真。”冯永强告诉
记者。

工程监理这个角色，他一干又是 10
年。平均下来冯永强每年要跑 60多个项
目，比之前更忙。即使很忙，他还发明了

“一种钢围檩拼装改良结构”的实用新型
专利，解决建筑结构拼接不平整导致受力
不均的难题，可以延长建筑使用寿命；主
编的《房屋建筑工程》入选全国注册监理
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选修课教材，主编的

《建设工程监理施工安全监督规程》成为
上海市地方标准……变得更忙的冯永强
总还有时间做着让人吃惊的事儿。“这些
事儿，他都是做成之后才告诉我的，所以
才总说他‘手比嘴快’。”听得出，妻子的话
中透着骄傲。

如今的冯永强，又完成了他职业生涯
的一次角色转换，却依然没有离开建筑这
一行。“我现在做的是风险预判，就是要尽
量避免问题的发生，而不是在事后尽力弥
补。”冯永强说，这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弄
清楚人、机器、物料、方法、环境等到底在
保证工程质量上各占多大比例，才能精准
地做好风险评估，而创新，是件特别有趣
的事。

“创新是件有趣的事”，这句话从自称
“嘴笨”的冯永强嘴里说出，显得更有
分量。

最挂念的是这些老人
——记江苏盱眙县桂五镇敬老院院长李银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李 银 江 与

敬 老 院 五 保 老

人拉家常。

（资料图片）

“ 手 比 嘴 快 ”的 冯 永 强
本报记者 牛 瑾

见到云南金猴网络董
事长王子清时，看见他的
汽车里放着未叠起来的床
垫和枕头，记者十分不
解。“有时候去深山给贫
困户和残疾人送钱、米、
油，路途遥远没地方住，
就住在车里。”他解释说。

自 1997 年开始，王
子清便投身帮助身边贫困
户和残疾人的爱心事业，
并不断升级帮扶方式。用
他的话说，“历经再多艰
辛、误解，都要把助农助
残事业坚持到底”。

1980 年，王子清出
生于云南昌宁县漭水镇共
裕村，在贫穷的大山里饱
尝生活的艰辛。1997 年
他拿着 30 元走出大山，
从走村串乡的卖货郎做
起 ， 逐 渐 学 习 做 生 意 。
2007 年，王子清在大理
白族自治州创办了王达冷
饮雪糕加工厂，第二年又
在楚雄姚安县开办王达快
餐店，成了远近知名的农
民企业家。

企业慢慢做起来了，
王子清扶贫助残的脚步也
开始遍布大山。有一次，
他在广西七百弄巡访贫困
户时中暑，但还是坚持着
完成了任务。“每到一个
地方我都会问有没有特别
需要帮助的人，每当看到
无依无靠的老人、留守儿
童时，我都很心疼，总想
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王子清说。

记者跟随王子清来到
昆明市富民县永定镇小水
井村，在一个极其简陋的
木屋前，身着苗族服装的
杨有华老人看到前来送薏
米、绿豆和大米的王子清
后 ， 非 常 兴 奋 。“2012
年，我听周边邻居说起这
位老人后来给她送水果，
当时老人戒备心很强，不
仅不接受，还用菜刀砍伤了我的脖子。”王子清回
忆说。

王子清听说大理深山里的3位老人种植的核桃口
感很好，却卖不出去。他马上进山考察。2013 年 5
月，王子清在大理创建了王子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利用“互联网+”创办了“赶马商城”APP平台，帮
助农户销售大山深处的农产品。

大理永平县北斗村有家北斗关云火腿加工厂，
该企业生产的火腿肉，用的是大山里奔跑的吃草
根、虫子、野果子等天然食物的黑猪，肉质虽然鲜
美，但却因为地处偏僻导致产品销路不畅。王子清
听说后，主动帮助企业在赶马商城平台推广，同时
联系企业工作人员进山收购当地农民的火腿肉，让
当地农民得到实惠。企业订单很快多起来，火腿卖
到了全国各地。

对于种植户来说，农副产品的销售渠道至关重
要。2018 年秋季，由于市场价格低，没有商贩收
购，陕西省一些种植户的柿子卖不出去。“我们在网
上联系到赶马商城后，他们马上帮助销售，当年就为
村里卖出1.4万多斤甜脆柿子。后来，柿子种植户决
定与赶马商城建立长期合作，共同打造脆柿示范基
地。”陕西咸阳市泾阳县桥底镇沟而上村村民刘育涛
兴奋地说。

除了支持身边农民和企业摆脱贫困，帮助残疾人
也是王子清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9 年春节让王子清特别难忘。春节期间，他
来到位于丽江市华坪县新庄乡八德村十组，看望兰金
文、兰金宝两位身患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兄弟。“之
前来看过他们，当时他们背着竹筐拉着我的手走进家
里，并拿来凳子让我坐下，我当即流下了眼泪。”王
子清说，兄弟俩现在自己养牛、养羊、种花椒，赚取
生活费，为家里减轻生活负担。“对他们这样有志气
的人，我愿意资助他们，鼓励他们自力更生。”

在王子清看来，爱心事业永无止境。他告诉记
者，自己有个梦想，随着企业做大做强，要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一个“残疾人托养中心”，让需要帮助的残
疾人有依靠、有归宿、有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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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强一年多数

时间待在工地，工程

图 纸 是 他 的“ 伙

伴”。

本报记者
牛 瑾摄

2016 年中秋节，王子清去看望华坪县巴德镇

的孤寡老人并帮老人梳头发。

（资料图片）

江苏盱眙县桂五镇敬

老院院长李银江，33 年间

照看、服务 128 位五保老

人，以大爱情怀在平凡的

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

事业 李银江为敬老院

老人洗脚。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