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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你，或是你们，总能让人心生
崇敬。

阅读你，或是你们，总能让人泪流
满面。

你，或是你们，是芸芸众生的一
员，却远胜于普罗大众的一般修为。

你，或是你们，是漫漫长河的一
滴，却折射出太阳的璀璨光辉。

你，郭罗恩，一位普普通通的船夫，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十四年间风雨无
阻，在一湖碧波间辛勤看护、渡人渡己，
在平凡的坚守中，收获简单的快乐。

你，饶小亚，生活给予你风霜雨雪，
你却把它锤炼成春花秋月；命运给予你
艰难困苦，你却把它打磨得云淡风轻。
你的无怨无悔，撑起了家庭的新希望；

你的不离不弃，点亮了生命的新航程。
你，彭奠国，一次偶然的邂逅，确

认过眼神，你遇上对的人。你打开了
一名病患少女闭锁的心窗，从此“君当
作磐石，磐石无转移”，及至“朝如青丝
暮成雪”，用 35年的时光，生动诠释了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真谛。
你，胡生发，一条板凳，是你隐形

的翅膀。你脚踏泥泞，俯首躬行，在荆
棘和贫穷中拓荒，将艰难困苦踩成泥
丸，把卑微的生活谱成壮丽的凯歌。
从获得爱到给予爱、赓续爱，你升华了
自我，丰满的是不屈的人生！

你，晏玉萍，打开课本，你就是三
尺讲台上耕耘不辍的园丁。你有两根
滴管，一根是乐观，用来维持生命，减

轻病痛折磨；一根是仁爱，用来灌输知
识，滋养学生成长。身衰力竭犹不悔，
甘当人梯寄深情。

你们，锅底潭救人六勇士，面对深
潭，你们纵身一跃，于千钧一发之际，托
举了生命的奇迹。你们跳水的姿势不
美，你们溅起的水花很大，却赢得了社会
评价的满分，用一块体现人性光辉的团
体金牌，站上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巅峰。

你们，皮翃、吴锡有，一个在萍实
之乡，一个在白山黑水，因雷锋精神而
结缘，把天涯变为咫尺，为着共同的信
仰、共同的执著、共同的事业，“兄弟同
心，其利断金”，共同建成了一座践行
公民思想道德教育的精神高地。

你们，蓝天救援队，急、难、险、重，

是催促你们出征的号令，你们招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将生死置之度
外，只为了人世间的安宁，让灾害望而
却步。你们坚实的臂膀，饱含着千言万
语；你们坚定的脚印，丈量过千山万
水。岁月静好，因为有你们负重前行！

……
正是你，或是你们，书写了人性之

美的感人诗篇；
正是你，或是你们，树立了道德风

尚的精神标杆。
我们深信，当好人层出不穷，这世

间便满溢正能量；
我们深信，当世人见贤思齐，这人

间将遍开“爱之花”！
致敬，好人！

致敬，好人！
刘启红

8 年前，面对疾驶而来的大货车，面对生与
死的抉择，14 岁的萍乡少年肖玉玲将生的希望
留给他人，被车祸夺去了右腿。8 年后的今天，
从江西师范大学学成归来的肖玉玲，担任起了阳
光志愿者协会执行会长，长期奔波在志愿服务的
道路上，用实际行动诠释自己对公益事业的坚
持。她先后荣获“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全国见义勇为
英雄模范”“全国十佳自强女孩”等荣誉称号。

2010年3月14日，肖玉玲和同学到镇上去买文
具，当她们走到村口时，背后驶来一辆大货车，因大
货车为避让对面一辆疾驶的小汽车，猛然朝两个孩
子方面冲来，肖玉玲用尽全身力气，将不知危险降临

的同伴推上路边台阶，自己却来不及躲闪，被满载
10吨货物的大货车撞倒在地，车轮从她腿上重重碾
过……事后，当大家问她是否后悔时，肖玉玲答道：

“不后悔！我的命是命，别人的命也一样是命。”
2014年，从伤病中重新站起来的肖玉玲踏上

了大学的征程，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刚进大学
没多久，她就加入了南昌市微爱公益发展中心，参
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2015年，她发起成立了一
支服务于特殊团体的志愿者服务队——肖玉玲服
务队。截至目前，该服务队开展公益活动 20 余
次，帮助数十名残疾人解决了生活实际困难。

如今，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肖玉玲不知疲
倦，依然昂首前行。

时间回溯到 2016 年 7 月 30 日 10 时
40 分许，萍乡的洪女士驾车带着儿女
们，来到位于莲花县六市乡垭坞村的锅
底潭水库。因一系列操作失误，车子如
脱缰的野马，撞断护栏、冲进水库。林
发萍是事发现场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
他什么都没想就飞奔过去救人，紧随其
后的是他的哥哥林发桂，还有外甥卢勇
和卢江、儿子林义，他们接连跳进水里
合力展开救援。在他们下水救人的同
时，岸上的人也没有闲着，大家纷纷将
救生圈往水面上扔去。很快，车上的 4
人被救上了岸，整个过程不超过3分钟，
随后车子就沉入了 10 多米深的水底。
在这场与死神赛跑的比赛中，这群有大
爱的人赢了。

5名好汉勇救落水者的视频在网上
传开后，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下水施救
者还有第6人。随后，一则《请全萍乡人

一起寻找这个救人英雄》的文章，出现
在了萍乡人的微信朋友圈里，动员市民
提供第 6 名英雄的线索。接连几天，在
微博上、微信里，网友们纷纷转发相关
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媒体与市
民的全城寻找，第 6 名勇士易志萍终于
被找到。

55 岁的易志萍是一名有着 26 年党
龄的老党员。当天救人上岸后，看到
一家四口脱离危险，他便收拾好衣物
默默离开了现场。虽然时至今日，易
志萍时常仍被亲朋好友称为“英雄”，
但他却不愿意给自己贴上“英雄”的标
签，他始终觉得只是做了件让自己心
安的事，他说：“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
几千年来的文化基因，深深根植于中
国人的精神理念中。我特别赞同！我
始终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颗见
义勇为的心。”

家住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委会东
星管理处的彭奠国和刘桂芝，是人们口
中常常提起的一对“佳偶”。

今年 56 岁的彭奠国原是鄱阳县谢
家滩镇人，35年来，他矢志不渝，对高位
截瘫的刘桂芝始终不离不弃。

1978年，18岁的刘桂芝因工伤导致
四、五节腰椎骨粉碎性骨折，多方医治无
效，落下了高位截瘫的终身残疾，并伴有
尿毒症。这样的处境，常常让她觉得生
无可恋。

彭奠国 1979 年因高考失利来到萍
乡务工，结识了同在公司上班的刘桂芝
表哥，从他的口中得知他有个表妹生活
不能自理，起居全靠母亲照料。虽未见
到人，但刘桂芝的名字却在彭奠国心里
生了“根”。而彭奠国第一次见到刘桂
芝，正巧看到她的母亲抱着刘桂芝从大
门出来，在跨出门槛时因力气不足，双

双摔倒在地。这时，彭奠国飞快赶过
去，把刘桂芝抱起放在门口的椅子上，
又赶忙扶起了她母亲。随后的日子里，
他经常到刘桂芝家陪她说话，抱着她到
外面晒太阳。日子久了，彭奠国对刘桂
芝产生了感情，越来越放不下她。一
次，刘桂芝病情复发，在医院治疗，彭奠
国得知这一消息，连忙赶到医院探视，
当看到刘桂芝蜷缩在床上，彭奠国再也
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想法，走到刘桂芝
床前对她说：“如果你不嫌弃，就让我照
顾你一辈子。”

正是这一句承诺，创造了生命的
奇迹。自 1983 年结婚后，彭奠国一边
外出赚钱，一边悉心照顾妻子，无怨
无悔。这种辛苦与煎熬，常人难以面
对，但彭奠国挺过来了。现在，他们
一家人其乐融融，生活过得简单而又
幸福。

2003年后的 8年间，她过得很漫长，1分 1毛地攒，1分
1 毛地抠，2900 多天才还了 5 万多元；8 年，她把账单刻在
心上，几十笔账，从不记错，用良心坚守了欠债还钱的平
凡道理。家住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五里村、现年 77岁、有
近 50 年党龄、身高不足 1 米 5 的江志兰，成为萍乡市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实守信方面的一个模范。

2003 年，江志兰的丈夫因病去世，大儿子神志不清
出走，小儿子遭遇车祸，致脊椎骨骨折，家婆瘫痪在床。
接二连三遭遇不幸，不仅用掉了家里仅有的几万元积
蓄，还欠下了近 10 万元的债务。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是
1.2 万元，最小的一笔是 260 元，所有的债务都没有写过
借条，但江志兰还是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还债的责任。

为了生计，江志兰成了家中 2 亩多田的主要劳动
力。为了省钱，她种田从不使用农用机械。除了种田
种菜外，江志兰几乎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还细
致入微地服侍瘫痪在床的婆婆。为了增加收入，她养
了不少鸡和兔，种了几垄菜，农闲时就到村里去捡拾
废纸和塑料瓶。晚上，她借孙女做作业的灯光，替人
做爆竹筒子。就这样，江志兰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
把积攒下来的钱存好，凑成 50 元、100 元的整数还债。
目前，她已基本将债还清，还供孙女读书考上了大学。

面对苦难选择坚强，江志兰用自己的行动，为“诚
信”二字作了最好的诠释。她的感人事迹经媒体报道
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她 2012 年 2 月当选

“中国好人”，2015 年荣获第四届江西省道德模范称号。

在上栗县桐木镇，2014 年获得“江西好人”称号、2017
年荣登“中国好人榜”的“板凳哥”胡生发可是大名鼎鼎。

今年55岁的胡生发患有小儿麻痹症，从小就靠着一条
板凳代步，高中毕业后先后从事修锁、补鞋、刻章等工作，
勉强维持生计。1985年，他靠着借来的300元钱，到南昌学
习电器维修，6个月后回到家乡搭起小竹棚，办起了一个修
理店。小到手电筒、收音机，大到冰箱、彩电，胡生发凭借
精湛的维修技术，让一件件故障电器“起死回生”，再加上
收费低廉，生意一直很红火。从电器维修中获得“第一桶
金”后，1989 年，他在桐木镇上开起了电器售卖商店，凭着
诚信经营，他的事业越做越大。

胡生发从小就爱帮助别人，在从事电器维修工作时，
只要遇到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便鼓励他们跟着自己学习家
电维修技术，学费分文不收。近 30年间，有上百名残疾人
跟随胡生发学习家电维修技术后自谋出路，到如今有的成
了大企业家，不少人都有了自己的店铺。

富裕后的胡生发越来越关注公益事业，向敬老院赠
送彩电、冰箱，给特殊学校的孩子送学习用品，资助困难
学生，定期为残疾人送资助金，还为当地学校改造慷慨解
囊……2008年，在县残联的帮助下，胡生发牵头、出资成立
了上栗县肢体残疾人协会，为残疾人免费提供技术培训、
心理疏导、职业介绍等服务。他还带领残疾人开展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如免费维修家电、理发、义卖，开展清明祭英
烈活动等。“我的愿望是，帮助残疾人自立自强，使残疾人
在服务社会中树立自信、收获尊重。”谈及协会未来的发
展，胡生发如是说。

今年77岁的段华胜，是萍乡市志愿
服务时间最长、年龄最大的志愿服务者。

40 年前，段华胜因成功帮助一个
失足邻居女孩重获新生，从此走上了
公益帮教之路。为了能多帮助别人，
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段华胜对自己特
别“抠门”，多年来极少添置新衣，有次
生日女儿送他一件 1000 多元的西装，
他找到店主换成了三件，将其中两件
送给一名刑释人员作“新郎装”……他
的真情付出，打动挽救了一大批失足
青少年。

有年春节，一名曾经得到段华胜帮
教的刑释人员上门苦苦求助，她女儿患
白血病没钱医治。段华胜瞒着家人捐
出一个月的退休金，还打着“爱心志愿
者段华胜跪求天下好心人慷慨解囊捐
善款”的横幅，在萍城绿茵广场进行募
捐，当天募得善款 2 万余元。白发老人

献爱心，段华胜的善举，一时在全城传
为佳话……

2002 年，段华胜退休后，更是一门
心思奉献爱心做公益。2011年，赣西监
狱萍乡远程视频会见中心开通后，萍乡
市司法局设立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

“段华胜工作室”。据统计，40 年来，段
华胜结对帮扶失足人员 600 多名，资助
费用7万多元，努力让他们告别过去，走
向新生。

在帮教过程中，一些涉毒人员的惨
痛人生，深深刺痛了段华胜的心，他下决
心要为禁毒做点事。2014 年 3 月，段华
胜与萍乡市戒毒矫治跟踪工作服务站合
作，成立了“段华胜禁毒戒毒工作室”；
2015 年 3 月，段华胜又注册成立了禁毒
志愿者协会，带领协会成员进社区、学
校、单位搞活动做宣传，至今受益对象数
以万计。

每天早上五点半，在萍乡南坑镇坪村水库边
简陋的宿舍里，郭罗恩准时起床，开动渡船，到只有
25户村民的丰坑村民小组渡口，接上8个中小学生
到坪村渡口，再将他们送上去往南坑镇的班车。14
年来，这样的流程他已经重复了4000多次。

丰坑村处于坪村水库库区腹地，在没有渡船
前，孩子们上学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要起床，摸黑才
能回到家。后来，库区管理处专门置办了一艘渡
船，聘请了渡工，从此大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摆渡是件苦差事，早起、晚睡、准点，还要随时
待命。在郭罗恩之前，坪村水库陆陆续续来了几
名摆渡工，但他们有的半年就走了，干得最长的也
不过两年。

郭罗恩原本在水库附近开着一家餐馆，生意挺

不错。2004年，得知渡船没人开了，他主动挑起了
这个担子，却没想到一直做到了现在，至今整整14
个年头。这14年来，因为经年累月在水面上风吹雨
打日晒，加上劳累，老郭脸上、手上的皮肤都变得黝
黑。冬天，他的手、脚趾、耳朵常常被冻肿。且由于
处在常年湿冷的环境下，他的关节也出了问题。

这些，郭罗恩都不在意。孩子们的安全，才是
第一位的。在船上，他总是“很凶”。“谁没带救生
衣？没带的就走路回去！”“在船上谁敢打闹，下次就
不带他走！”这样的喊话，时常回响在郭罗恩的船上。

“很凶”的老郭，后来得了一笔奖金，可他
最先想到的还是孩子们。这不，他把奖金捐
给学校作为助学基金，给孩子们买书包和书
本，并为他们争取救生衣等各种物资援助。

段华胜：志愿服务“不老翁”
尹富岚

段华胜（右）在工作室向市民解答法律问题。 通讯员 尹富岚摄

救人六勇士：危难时刻显身手
陈薇薇

彭奠国：有爱就有一切
徐国平 陈 娅

彭奠国与妻子在一起。 通讯员 唐念东摄

胡生发：痴心助残不止步
王 坚

胡生发（右）慰问残疾人朋友。 通讯员 唐念东摄

肖玉玲：助人为乐永不倦
周文昂扬 刘 婧

郭罗恩：守望风雨求学路
邱海明 文 怡

江志兰：古稀之年还巨债
唐彩萍 王 奎

1987年，年仅19岁的晏玉萍从萍乡师范学校
毕业后，回到家乡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教书。31
年来，她经历了命运的重重磨难：1996年，患暴发
性肝炎，夫妻离异；2005年，右肩锁骨摔伤致粉碎
性骨折，至今未痊愈；2014 年 6 月，又检查出患有
尿毒症。但无论遭受多大不幸，晏玉萍都始终乐
观地对待生活，并把美好传递给身边的人。在她
看来，无论有多少磨难，都比不上生活对她的馈
赠：有挚爱的教书事业，有心爱的学生和身边种种
美好的人和事。

在同事眼里，她是敬业爱岗的“舍命王”。
晏玉萍被检查出患有尿毒症并已经发展到第四
期，就在同事们都以为晏玉萍再也不能站上讲
台的时候，她却仍然像个没事人一样照常上
班。2015 年 9 月，晏玉萍的病情再一次恶化，学

校领导和家人再一次劝她回家一心治病，但正
逢新学期开学，晏玉萍舍不得离开心爱的孩子
们，决定依然当班主任并坚持上课。她把透析
治疗仪搬到办公室，一边治病，一边照常教学。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晏玉萍的教学成绩仍然
出色，所带毕业班在麻山镇中学同年级的 5 个
班中一直名列前茅。

在学生心中，她是至亲至爱的“妈妈”。2015
年上学期开学前，晏玉萍病情发作，出现生命危
险，但她一想到开学在即，还有两名贫困学生的生
活费没有着落，便冒雨偷偷从医院跑出来，给孩子
们送去了 2000元；林家有姐妹 3人，家境困难，晏
玉萍就照顾她们的学习和生活……31 年执教生
涯，晏玉萍帮助学生无数。教过的学生都喊她“妈
妈”，有过多少学生，晏玉萍就有多少个孩子。

晏玉萍:用生命书写大爱
吴申良

晏玉萍（左）在辅导学生。 通讯员 何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