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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郭丽华

郭丽华，女，满族，1973 年 1
月生，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大四

家子镇扎兰村村民。

郭丽华是丈夫眼中的好妻

子，孩子心中的好继母，公婆称

赞的好儿媳。她带着前公婆改

嫁，用挚爱深情撑起一片幸福天

空，用实际行动传承孝老爱亲美

德，让两个原本残缺的家庭成为

一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在当地

传为佳话。

郭丽华 23 岁时与本村一名

小伙相恋结婚，婚后与公婆一起

生活，育有一女一子，一家人其

乐融融。2005年，郭丽华的丈夫

被确诊为脑部恶性肿瘤，尽管做

了手术，两年后终因病情恶化而

离世，留下幼子和年迈双亲。当

时只有 33 岁的郭丽华下定决心

振作起来，挑起生活的重担。

由于给丈夫治病花掉了家

中积蓄，郭丽华为一家老小生计

没日没夜劳作，在生活上照顾、

在精神上温暖二位老人和两个

孩子。婆婆腿脚有毛病，行动不

便，牙齿和胃口也不好，她就换

着花样给老人家做饭。在郭丽

华的陪伴和照顾下，公婆的身体

状况和精神状态逐步好转，两个

孩子也在她的培育中健康成长。

丈夫去世后，郭丽华告诉公

婆从今以后自己就是他们的女

儿，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不 管 遇 到 多 大 困 难 都 不 会 分

开。公婆对儿媳的孝行看在眼

里，疼在心上，都支持她改嫁。

几年后，经人介绍，她带着公婆

嫁给了邻村一位村民。在这个

新组建的大家庭中，郭丽华与再

婚丈夫以诚相待，彼此关爱，尽

心尽力孝敬前夫的父母和现任

丈夫年迈的母亲，对现任丈夫未

成年的儿子视如己出，日子过得

温馨和睦。逢年过节，哪怕再忙

再累，她也要带着子女陪伴在 3
位老人身边，给他们里里外外换

个新。婆婆逢人便说，这个儿媳

妇比自己的亲生女儿还亲。

在她的培养教育下，3 个孩

子勤学奋进，知情达理，敬老爱

老的种子也在他们心里生根、发

芽。如今，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沈

阳工作定居，把挣到的第一份工

资交到他们手中；大儿子被一家

企业高薪聘用，带着媳妇孩子落

户沈阳；小儿子正在读初中，品

行优秀，学习成绩优异。

郭丽华荣获辽宁省道德模

范、辽宁省最美慈母贤妻孝女等

称号，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

家庭。

553 唐翠玉

唐翠玉，女，瑶族，1967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广西壮族自治

区大化瑶族自治县六也乡茶油

村妇联主席。

唐翠玉扛起家庭重担，悉心

照顾患病的婆婆。婆婆去世后，

先后把丈夫家无人照顾的亲戚

邻里接到自己家一起生活。

1986年，她与村里的青年教

师蓝如川结婚后两年，瘫痪在床

的婆婆蓝氏又身患骨髓癌，生活

不能自理。由于丈夫在茶油小

学任教，照顾婆婆的任务就由唐

翠玉一个人承担。每天，唐翠玉

白天给婆婆喂饭喂药，端屎倒尿，

揉洗身子，梳理头发，时常为婆婆

翻动身子；晚上，为方便照顾，她

和婆婆睡在一起。为治好婆婆

的病，她跑遍全县寻医问药。当

已有 7 个月身孕的她，走山路到

十几公里外的岩滩镇买药回来

时，不慎跌落到山路下，以致流

产。为减少婆婆病痛带来的痛

苦，治好她的病，唐翠玉甚至把陪

嫁的棉被等物品一样一样地变

卖，并向熟人借钱，一心一意服侍

救治，直至婆婆病逝。

2013 年 5 月，唐翠玉在自家

隔壁建起“绿叶爱心家园”，把丈

夫家无人照顾的亲戚和附近无

人照顾的 81 位乡亲，接到自己

家一起生活。在她照顾的贫孤

儿童中，有 13名考上大学。

唐翠玉荣获全国助残先进

个人、全国孝亲敬老之星等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其家庭

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全国五好

文明家庭。

554 黄思林

黄思林，女，汉族，1995 年 6
月生，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竹岐

乡半岭村村民。

4 岁时，父亲摔伤导致高位

截瘫；7 岁时，母亲不幸离世，她

尽心照料瘫痪父亲 19年。

1999年，黄思林的父亲黄敬

梁在工地工作时不慎从脚手架

上跌落，导致高位截瘫，完全丧

失生活自理能力。2002年，母亲

不幸离开人世，留下当时年仅 7
岁的黄思林。在亲戚的帮助下，

年幼的黄思林毅然扛起了照顾

父亲的重担，成为家里的顶梁

柱。瘦小的她煮饭时踩着板凳

去够灶台，给灶膛添火时眉毛差

点被火星烫没。每天放学后，她

总是急急忙忙地赶回家洗菜做

饭，喂父亲吃饭，自己吃完饭、写

完作业后，又为父亲擦身、清理

卫生、按摩身体。就这样，她一

边照顾父亲，一边学习，坚持完

成了初中学业。

初中毕业后，懂事的黄思林

不想抛下父亲独自去高中寄宿，

也不愿一直靠别人接济生活，她

决定放弃升学，开始打工挣钱养

活自己和父亲。“带父打工”的条

件让她的求职之路屡遭碰壁，她

只能就近干一些饭店洗碗工、工

厂搬货钟点工等零散工作。打

工期间，她每天早上 5 点半就起

床给父亲按摩手臂肩膀、擦背、

煮饭、喂饭，然后用轮椅推着父

亲出去散步，把父亲送回家安顿

好后才出门打工。下班后顾不

上休息，她又忙着给父亲煮饭、

喂饭、清理卫生，夜里还要爬起

来三四次为父亲翻身。这些看

似日常的动作，她从 7 岁时就开

始做，一做就是 10多年。

在 政 府 和 热 心 人 的 帮 助

下，黄思林终于找到一份既稳

定 又 方 便 就 近 照 顾 父 亲 的 工

作。她面对别人介绍对象时，

仅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携父

出嫁”。黄思林的坚强与孝心

吸引了善良的刘宜和。两人成

婚后同甘共苦，共同承担家庭

责任，黄思林也有了更多时间

陪伴父亲。

有人问黄思林：“怎么可以

坚持这么久？”她说：“这不是坚

持，是幸福。”黄思林勇敢面对生

活、不离不弃照顾父亲的事迹，

受到当地群众称颂。

黄思林荣获福州市道德模范

称号，当选“感动福建十大人物”。

555 梅爱平

梅爱平，女，汉族，1984 年 3
月生，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魏

太务村村民。

梅爱平从小照顾体弱多病

的养母，长大后带着母亲出嫁，

一如既往悉心照料。

1984年，梅爱平被梅阿姨在

路边发现并抱养。后来养父母

离异，她和养母相依为命。没有

收入，梅阿姨却想尽办法供女儿

读书。懂事的梅爱平，在母亲的

帮助下学会了洗衣做饭，操持家

务。放学回家后，她帮母亲按摩

通络，给母亲背课文、讲故事，让

她开心，帮她减轻病痛。读完高

中，梅爱平为照顾母亲和支撑这

个家庭，完成大专学业后就开始

务工养家。

2005年，她坚持带着母亲出

嫁。婚后，梅爱平同时照顾养母

和公婆，虽然更加忙碌，但她总

是尽心尽力，让几位老人心情舒

畅、衣食无忧。公婆心疼儿媳

妇，也尽量帮她分担一些，有好

吃的就送给亲家母，每天和她聊

天解闷。梅爱平做母亲后，公婆

担负起看护孩子重任，让她多些

时间照顾母亲。

10多年来，梅爱平坚持每天

3次把母亲从床上搬到床下定时

按摩，尽量减轻老人痛苦。小两

口为了母亲的病四处求医问药，

让老人病情得到控制。老人经

常哽咽着说：“爱平就是我的亲

生好闺女，就是我的手和脚，没

有她，我活不到今天。”在感恩孝

老的家风影响下，她的孩子也学

会了好好照顾姥姥。

街坊四邻谈起这段佳话，都

对梅爱平竖起大拇指，她总是

说：“这不算什么，没有她，我早

就不在人世了。她就是我的亲

生母亲，我要为她养老送终。”上

进心强的她，还向党组织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想成为一名党员，

处处当表率、做榜样。

在魏太务村，她一身兼“五

员”——会计助理员、农商行协

管员、电脑录入员、网格员、安全

员。防疫，值守村卡口，天寒地

冻，她每天坚守岗位到半夜。村

支书劝她：家里有病母，提前些

回去。她说，孩子都学会照顾姥

姥了，我可以为大家多服务一会

儿。做农商行协管员，老人们存

取款都爱找她，因为在每一位老

人的眼里，她值得信赖。

556 曹有红

曹有红，女，汉族，1975 年 5
月生，民进会员，江西省鹰潭市

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主任。

20年来，曹有红凭着坚定的

意志和执着的信念，使双耳重度

失聪的女儿和 200 余名听障儿

童走出无声世界。

2001 年，曹有红 1 岁多的女

儿被确诊为双耳重度失聪，她擦

干眼泪默默发誓：不管吃多少

苦，都要教会女儿说话，让她和

别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她一

方面找资料学习聋儿康复知识，

另一方面辗转深圳等地学习、听

课，向专家求教。她借钱为女儿

配了一台助听器，教女儿去辨听

自然界的各种声音。让女儿摸

自己和她的喉部，通过感受喉部

震动发出声音。整整一年后，女

儿终于喊出了第一声“妈”。曹

有红喜极而泣。通过多年不懈

努力，曹有红的女儿不但学会了

说话，还参加了舞蹈、绘画等比

赛并获奖。2018 年以优异成绩

考入广西艺术学院。

曹有红和女儿的故事不胫

而走，许多人慕名找来，希望她

能帮帮自己的孩子。曹有红深

深体会过教育聋哑孩子的艰辛，

她犹豫过，但想到自己也曾得到

社会的帮助，回报社会的责任感

油然而生。

2006年，曹有红创办聋儿语

训部，现扩建为“鹰潭市特殊需要

儿童康复中心”。她既当老师又

当妈妈：教他们说话，还要洗衣做

饭、把屎把尿。对于贫困家庭实

行弹性收费甚至全免，对于特困

家庭不但免去全部费用还要出

手捐助，她用爱心、耐心、恒心、细

心，温暖着、呵护着这些身体残缺

的孩子，竭尽所能让他们能“同在

蓝天下，共享灿烂阳光”。

15年过去了，该中心累计收

训了来自江西、甘肃、江苏等 6个

省份20多个地区的200余名听力

障碍、智力障碍、自闭症儿童。很

多回访的孩子看到曹有红，高兴

得欢呼雀跃，一边抱她亲她，一边

喊她：“妈妈！你是我最亲的妈

妈！”曹有红从一个孩子的妈妈变

成几百个孩子的妈妈，从中收获

了满满的快乐和幸福。

曹有红荣获感动江西优秀

母亲称号，被授予江西省五一劳

动奖章，荣登“中国好人榜”。

557 章 宬

章宬，女，汉族，1988 年 6 月

生，中共党员，浙江省湖州市德

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职工。

一场车祸夺走了章宬父亲

的生命，母亲高位截瘫。12岁的

章宬一下子变成了家庭的“顶梁

柱”。她一直乐观、勇敢面对生

活，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刻苦学

习，她用爱生动诠释“百善孝为

先”的传统美德。

章宬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

庭，2000 年 5 月，父亲在车祸中

永远离开了她，母亲也因车祸造

成了高位截瘫，她自己的手臂粉

碎性骨折、脾脏轻微破裂。此

后，12岁的章宬承担起了照顾母

亲的责任，每天为母亲做运动、

翻身、按摩，清理便溺。为了让

母亲能像正常人一样睡眠，每晚

两到三个小时她就要起来为母

亲翻身。每年春节，章宬总会为

母亲和外婆各添置一件新衣。

每年母亲的生日，她都会为母亲

买蛋糕，唱生日歌，再烧几个拿

手好菜。就这样，二十一年如一

日 ，她 在 母 亲 的 病 榻 前 不 离

不弃。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章宬

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刻苦学习。

考上大学后，她将获得的奖学金

用于支付母亲的医药费。硕士

研究生学业完成后，她和爱人放

弃去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一起回

到家乡湖州德清。爱人的支持

给了章宬巨大的勇气。他们努

力工作，一起孝敬老人。在他们

的悉心照顾下，章宬母亲的身体

更好了，笑容更多了。现在，章

宬已育有两个可爱的儿子，6 岁

的大儿子在章宬的耳濡目染下，

经常爬上外婆的床，帮外婆按按

腿，揉揉手臂。

章宬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

家庭。

558 彭艮凤

彭艮凤，女，汉族，1961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湖南省邵阳市

隆回县花门街道排头村村民。

彭艮凤二十多年如一日，精

心照顾年迈的父亲、公婆和丈夫

的大伯、二叔等 5 位老人。无怨

无悔照顾突遭意外半身瘫痪的

小叔子十六载至今。

1985 年，24 岁的彭艮凤嫁

给排头村村民范海长，成了范家

的大媳妇。范海长的大伯、二叔

两位老人独居在各自的老房子

里，没人照顾。1987 年，彭艮凤

在家有年迈公婆和年幼孩子的

情况下，毅然把他们接到家中赡

养。2000年，彭艮凤的父亲在老

家因癫痫病发作，烧水时不小心

把脚烫伤了。彭艮凤把父亲也

接到自己家来照顾。一时间，彭

艮凤赡养 5 位老人的事在村里

传开了，村民们都说，“艮凤家里

办了个养老院”。

2003 年，85 岁高龄的大伯

去世后，二叔突发精神失常，彭

艮凤每天细心照看。2005 年，

二叔、父亲在他的悉心照顾下

相继安详离世。2006 年，婆婆

被查出肝癌，彭艮凤节衣缩食，

倾其所有为婆婆治病，悉心照

顾。3 个月后，婆婆因病情恶化

去世。离世时，嘴里还一直念叨

着“好媳妇”。从此，彭艮凤专心

照顾公公。2010年，公公因肺病

去世。20 多年里，5 位老人先后

患病，彭艮凤忙里忙外，服侍床

前，贴心照顾，每一位老人都安

详离世，村民们都夸赞她是“孝

顺媳妇”。

彭艮凤的小叔子原本有一

个幸福的家庭。2005年 11月，小

叔子在建筑工地工作时，不慎从

高处摔下来，导致下半身瘫痪。

不久，弟媳离开了这个家。彭艮

凤 主 动 挑 起 照 顾 小 叔 子 的 重

担。她经常给小叔子换洗床单

被褥，每天要换尿布几十块。因

长期卧床，小叔子下肢肌肉坏死，

彭艮凤每天要给小叔子换药、包

扎。在彭艮凤的精心照顾下，小

叔子的下肢没有感染，身体逐渐

恢复，心情也开朗了很多。

彭艮凤的行为深深影响了

她的后辈们。彭艮凤的儿子也

会时常给叔叔端饭喂药、擦身洗

脚；10 岁的孙子也耳濡目染，帮

着大人照顾叔爷爷。全家人相

亲相爱、其乐融融。

彭艮凤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湖南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559 董贵生

董贵生，男，汉族，1963 年

12月生，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听

涛园老兵俱乐部负责人。

近 30 年来，董贵生悉心照

顾几十位“爸妈”，代牺牲的战友

赡养父母、尽孝养老，用实际行

动演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人间大爱。

董贵生退伍后，当过送货

工，做过小买卖等，无论面临怎

样的困难，都从没想过放弃照顾

“爸妈”，他始终用自己的爱心和

坚实的臂膀呵护着“爸爸妈妈

们”。他开办农家乐，取名“听涛

园老兵俱乐部”，大部分经营所

得都用于孝敬老人们和接济困

难战友。每逢春节、建军节、重

阳节等节日，董贵生都会提前将

老人们接到农家乐住上一段时

间。冬天，怕老人们冷着，董贵

生会提前备好新棉被、电热毯、

暖手宝；夏天，怕老人们热、被蚊

虫叮咬，便在房间里安装风扇或

空调，备好驱蚊液。董贵生觉得

老人们年纪大了，应该尽可能多

的陪伴他们：陪他们散步、为他

们做可口饭菜，还给饮食习惯特

殊的老人单独开小灶；在老人们

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带他们

到成都周边郊游……多年来，董

贵生细致入微地关心着这些老

人，早已把他们的身体状况、喜

好牢牢记在心里。老人们也把

董贵生家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

偶尔和家人赌气时，总会嚷着

“把我送到董儿身边去”。

从 2009 年开始，每年清明

节前夕，董贵生会分批次带老人

们或家属远赴云南麻栗坡烈士

陵园等祭奠战友。那里山高路

远，出发前几天董贵生都会带老

人们做体检，并准备好药品和生

活用品。去往烈士陵园的最后

一段路，要走过 900 多个台阶，

“爸妈们”走不动，董贵生便将他

们一个个背上去。董贵生说，他

已嘱托自己儿子，万一哪天自己

走不动了，就让儿子来接班。

董贵生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全国最美志愿者、四川

省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荣登

“中国好人榜”。

560 蒋荷芝

蒋荷芝，女，汉族，1970 年

11月生，安徽楚源工贸有限公司

退休职工。

蒋荷芝弟弟因工伤变成植

物人，她用 22 年的真情坚守和

无私奉献，不仅唤醒弟弟，还让

弟弟从瘫痪在床到能正常行走，

智力也有所恢复，用倾情付出创

造了爱的奇迹。

1999年，蒋荷芝弟弟在维修

液压支架时，被老化机器里崩出

来的螺丝击中头部，昏迷了 7 天

7 夜，成了植物人。蒋荷芝父亲

早亡，当时母亲年事已高还患有

心脏病，已经结婚的蒋荷芝擦干

眼泪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弟

弟带回自己家照顾。

在她的精心护理下，3 个月

后，弟弟竟然从昏迷中苏醒了。

看到弟弟醒来，蒋荷芝欣喜若

狂，但苏醒后的弟弟因大脑受

损，智力回到了婴幼儿时期，哪

怕是吃饭喝水这样的小事情，都

不能自己完成。这让蒋荷芝反

而更辛苦了，她不仅要照顾弟弟

的生活，还得日复一日帮助弟弟

恢 复 肢 体 能 力 、教 会 他 独 立

生活。

从此以后，蒋荷芝的生活就

固定在家和单位这两点一线间，

每天给弟弟喂水喂饭、清理卫

生、洗床单衣物，尽心尽力照顾

弟弟。但蒋荷芝毫无怨言，她说

弟弟是自己的亲人，她要撑起弟

弟活下去的希望。在她的护理

下，弟弟一点点好转，从需要喂

水喂饭到现在能自己吃饭，从瘫

痪在床到现在能单独行走，从婴

幼儿智力水平到现在拥有相当

于 8 岁孩子的智力。蒋荷芝用

爱换来了一个生命奇迹，弟弟经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姐

姐对我真好。”2017年，以蒋荷芝

为原型的微电影《阿姐》开拍并

上映，获得了广泛好评。

在家中，还有体弱多病的母

亲和婆婆，也都需要蒋荷芝照

顾。为了照顾老人和弟弟，她和

爱人 10 多年没有买过一件像样

的衣服，但是爱人的理解支持，

孩子的乖巧懂事，弟弟的点滴变

化，是她最大的欣慰。她们一家

人相互扶持，用爱心与恒心书写

了一段浓浓的亲情。

蒋荷芝荣获安徽省道德模

范称号。

561 程凤娟

程凤娟，女，汉族，1981 年

12月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

城县温泉街道雹神庙村村民。

结婚后，丈夫常年在外打

工。十几年来，程凤娟独自挑起

家庭的重担，照顾身有残疾的公

公、婆婆、叔公公 3 位老人和女

儿，为老人和孩子撑起这个家。

程凤娟和爱人盛玉波在一

起打工时相识、相恋，小伙子把

家 里 的 困 难 情 况 如 实 告 诉 了

她。随着深入交往，两个年轻人

的感情与日俱增。程凤娟觉得

小伙子非常孝顺，能跟这样的人

结婚，他对自己肯定也差不了。

2009 年，程凤娟嫁到盛家，公公

是半聋哑人，婆婆和叔公公是聋

哑人且患有轻微智力障碍，都基

本丧失劳动能力，饮食起居都要

由他们照顾。

婚后不久，盛玉波外出打

工，程凤娟就挑起了家庭重担。

老人有时吃饭不知饥饱，她总是

先给 3 位老人分好饭，看着他们

吃完自己再吃。要是哪次饭不

够吃了，她就自己饿着。老人喜

欢吃鸡蛋，她买了几只下蛋母鸡，

专门给老人补充营养，自己却舍

不得吃。她说：“日子再穷、再难，

也不能让老人饿肚子”。

2013 年 8 月的一天，婆婆不

慎摔倒造成脑出血。住院期间，

她每天陪在婆婆身边，擦身、喂

水、喂饭，困了就在凳子上打个

盹，饿了吃几口婆婆吃剩的饭

菜，连一个面包一瓶水都不舍得

买。虽然苦，但是在她心中却有

最踏实的幸福。

为了挣钱维持一家人的生

计，丈夫每年正月就要外出打

工，直到冬天才能回来，家里的

5 亩山地，春种秋收这些农活全

落在程凤娟一人肩上。去年，

家里种了 1.7 亩的谷子，由于天

旱，收成不太好，只打了 24 袋谷

穗，她一个人整整收了 3 天，才

一袋袋扛回家中。程凤娟的女

儿乖巧听话，从小就懂得孝敬老

人，妈妈给了好吃的，总是分成 4
份，和爷爷、奶奶一起吃。有人

问程凤娟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啥，

她说：“我就想搞好现有的养殖，

可以不用离开老人，我得‘孝’到

最后。”

程凤娟荣登“中国好人榜”。

562 程冬珍

程冬珍，女，汉族，1975 年 4
月生，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第二小学教师。

心中有爱，用母爱养育外甥

健康成长，让他们展翅翱翔；肩

上有责，用一颗孝老之心，悉心

照顾父母公婆，守护着温馨的家

庭港湾。

1999年，姐姐因承受不了婚

姻变故的打击自杀，留下一对不

到 8 岁 的 双 胞 胎 兄 妹 无 人 照

料。程冬珍思前想后，决定将兄

妹俩接回家抚养，给他们一个完

整的家。程冬珍自己上有老下

有小，接来两个孩子，家庭的经

济压力一下子增加许多。但兄

妹俩的心理疏导和教育则是更

大的挑战。“亲生的孩子犯错可

以打骂，外甥只能慢慢教育，比

亲生的还亲。”程冬珍说，她待外

甥视如己出，甚至在他们身上花

的心血比亲生儿子还要多。

程冬珍格外注重外甥的心

理疏导和品质培养，抽空多与他

们谈心交流，带他们参加朋友聚

会、进行户外运动等，帮助他们

克服无父无母的心理障碍，树立

自强自立的生活信心。一段时

间后，外甥的性格逐渐开朗起

来，在学校也变得愿意与同学交

朋友了。外甥初三时迷恋上了

网络游戏，经常彻夜不归。程冬

珍就一家一家网吧找，苦口婆心

地劝说，帮 助 他 戒 掉 了 网 瘾 。

程冬珍利用休息时间帮他补习

功课，接送上辅导班，引导他养

成良好学习习惯。外甥高中毕

业参军入伍，在部队表现突出被

评为先进，懂得感恩孝敬长辈，

用自己的津贴给长辈购买了棉

衣 …… 在 程 冬 珍 的 关 爱 教 育

下，外甥女顺利考上了大学，立

志将来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用

所学知识回报社会。

程冬珍结婚 22 年来，没和

公婆红过一次脸，和姑嫂妯娌相

处融洽。她像对待父母一样赡

养公婆，经常送钱送物、问寒问

暖。公公去世后，她周末有空就

去给年迈的婆婆做饭洗衣，假期

把婆婆接到自己家里团聚，让老

人享受天伦之乐。

程冬珍入选“宁夏好人”，其

家庭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563 廖木森

廖木森，男，汉族，1979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广西壮族自治

区岑溪市安平镇中庆村村民。

虽然年幼意外受伤失去左

臂，他却活出精彩的别样人生。

作为一个特殊的12人大家庭的一

家之主，他用坚强的毅力和执着

的信念扛起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被当地群众称为“独臂侠”。

孝老爱亲，独臂撑起一片

天。12岁那年，廖木森由于意外

受伤，左臂不得不截肢。此后 20
年，为还清外债和维持生计，父

亲常年外出打工，家里的重担都

落在廖木森身上。从左臂袖管

空荡荡出院那天起，他就立下决

心，绝不向命运低头，紧随母亲

一起耕田种地，照顾患有眼疾的

爷 爷 ，拉 扯 弟 弟 、妹 妹 长 大 成

人。结婚后，他与同样身有残疾

的妻子共同劳作和照顾父母、儿

女还有弟弟一家共 12 口人生活

起居。长期的贫困和父母亲的

残疾，让他的一双儿女存在不同

程度的自卑心理。在大家的帮

助下，他学会如何与孩子们沟通

交流，教导孩子们感恩父母给予

生命，希望孩子们像他尊重和爱

护爷爷那样善待自己的父母，克

服自卑心理。从此，家里的欢声

笑语也多了许多。

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后，

廖木森决心把握机会，掌握一技

之长，改变家庭的贫困现状。在

派驻第一书记帮助下，他成功申

请到 5万元的 3年免息贷款。他

盖猪圈，购买猪苗，扩大生产。

通过自身努力和政策扶持，收入

逐年增加，于 2016 年年底提前

脱贫摘帽。如今，廖木森的养殖

场正常存栏母猪、大小肉猪 70
多头，年纯收入近 5 万元，日子

越过越红火。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片天。

廖木森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孝老爱亲的“小爱”应当转化

为帮助更多人的“大爱”。他决

定扶好身边人，把爱传递下去。

他手把手地传授同村的 3 户贫

困家庭养殖技术。参加扶贫创

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回来，他又

帮扶另外 3户贫困户如期脱贫。

廖木森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称号，其家庭被评为全

国最美家庭。

564 籍尹来

籍尹来，女，汉族，1996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武警吉林总队

参谋部通信大队士官。

籍尹来在亲情关爱中成长，

在绿色警营中塑魂，传承良好家

风，对身患残疾的养父母知恩图

报、孝顺关爱，用家国情怀回馈

社会、报效国家。

结缘养母，做孝老敬亲的好

女儿。籍尹来出生不久就被遗

弃，养母在家门口捡到她。她的

养父母家庭也格外特殊，养母因

病双目失明，养父右眼失明、右

手缺失、左手残疾。虽然身体残

疾，但她的养母却是当地知名

“爱心人士”，长年致力于帮助盲

残人士和困难群体。在这样一

个充满爱心的家庭，籍尹来不仅

收获了人间真情，也滋养了一颗

感恩之心。她从小就把自己当

成养父母的眼睛，力所能及做他

们生活中的小帮手，贴心照顾他

们衣食起居。入伍后，她拿出一

半的工资雇请保姆代替自己照

顾养父母，并利用休假时机陪伴

在养父母身边。

传承家风，做品德高尚的好

模范。籍尹来的姥爷是抗美援

朝老战士，把“爱国守法明礼诚

信、感恩孝顺勤俭自强”作为家

训教育子女。在优良家风的熏

陶下，籍尹来把“关心人、帮助

人”作为生命中的一部分，13 岁

就成为四平市扶盲助残协会最

小志愿者，经常到盲残人士家中

打扫卫生、收拾家务、帮助缴纳

水电费，给他们的子女辅导功

课 ，被 亲 切 地 称 为“ 爱 心 小 天

使”。她家所在社区有一对母子

患有马凡氏综合征，急需手术治

疗，但因家庭生活困难，无法负

担这笔费用，籍尹来把自己积攒

了 10 年的“压岁钱”捐给他们。

入伍后，她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

吉林省孤儿学校看望慰问孤儿，

被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

秉承母志，做精武强能的好

战士。籍尹来在养母的鼓励下，

2014 年放弃了首都师范大学就

读的机会，毅然投笔从戎、献身

国防。作为通信兵，她对有关通

信装备了如指掌，值勤 5000 多

个小时，从未出现过失误。2019
年，她光荣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集训，体重减轻 11
公斤，踢烂两双皮靴，圆满完成

受阅任务，托起个人和家庭的

梦想。

籍尹来荣立二等功、三等功

各 1 次，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

员、武警部队十大标兵士官、吉

林省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其家庭

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