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海霞

专题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值班编委：石黎星 责编：冯春华 编辑：张艳萍 校对：苏诗惠

A4

让榜样之光点亮初心“灯塔”
——记乳源瑶族自治县瑶乡先进人物事迹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榜样不仅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面旗帜。近日，乳源瑶族自治县从各行各业中评选出5名瑶乡
先进人物，以榜样之光点亮初心“灯塔”，让榜样成为一种向上的力量，引领瑶乡人民不断向善向上，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为瑶乡振兴发展凝聚起强大的正能量。

乳源瑶族自治县第一小学教师温
海霞，一位在三尺讲台上奋斗了 21 个
春秋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今年 9 月，荣
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21 年春华秋实，温海霞始终用行
动践行着“教好书、育好人”的初心使
命，日复一日地坚持“上好每一节课、改
好每一本作业、教好每一批学生”。为
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她尝试改革传
统的“看图写话”教学，在小学低年段进
行“绘画日记”的指导与训练，开创了

“以画促话，以话促写”的新型写作模
式。所指导的学生曾荣获省首届中小
学生书信大赛一等奖等成绩，学生的作
文也在《快乐日记》等刊物上发表。

秉持着“对每一个孩子负责，不放
弃不抛弃”的工作信念，哪怕年幼的女儿
早已在办公室饥肠辘辘，她也坚持为学
生答疑解惑，直到他们全部弄懂；她甚至
冒着大雨驱车前往城郊偏远村庄家访直

至深夜，为的就是挽回不愿学习孩子的
心。在温海霞的班上有一名学生叫小
林，她的奶奶就曾经对她说：“温老师，
我这孙女不是读书的料，她脑子不行，
我都没办法教，你也放弃吧，别那么辛
苦了！”但温海霞却说：“奶奶，小林并非
差得无药可救，给她一些鼓励和帮助，她
至少不会倒退。连我都没有放弃她，你
是她的亲人，更不能放弃呀！”

每每问起温海霞为何如此时，她
总是目光坚定地说：“不放弃任何一
个学生，这本来就是教师所应承担的
责任。我相信，孩子会因我们的不放
弃而有所改变；家长，会因我们的不
放弃而心存感恩；我们的国家也会因
我们的不放弃而人才辈出。”正是有着
这样的教育情怀，让温海霞始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了心中的那份爱，甘愿
做孩子们童年的守护者，梦想的见证
者，为更多孩子们的梦想保驾护航。

大桥镇属于高寒山区，适应农作物
生长的季节比较短，而且镇上年轻劳动
力大量外流，存在管理粗放、模式落
后，效益低下的农业生产状况。如何帮
助农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经
济收入是大桥镇农业技术推广站邹新
华不忘的初心。

为了深入了解当地农业产业发展情
况，邹新华经常白天深入农村一线和群
众座谈交流，晚上回到住处还要加班加
点查阅资料，撰写总结报告，分析各村需
求，为此他走遍了大桥镇 21 个行政村
260余个村小组。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长时间的深入调研，邹新华终于找到了
最适合各村种植的经济农作物，例如，在
均容、柯树下、石角塘、深源、红星等村示
范推广烟稻轮作、玉米套种黄烟、黄烟和
花生、南瓜轮作等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并
通过“支部+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
大力推广优质蔬菜良种，引进的香芋南
瓜，每亩产值便达到了 2450 元至 2800
元，推动了高山蔬菜产业的发展。“说一
千道一万，只有农民增收了，再苦再累都
值得！”这是邹新华常挂在嘴边的话。

要想农民收入迈上新台阶，就要加
快农业产业化的转型升级。为此，邹新
华和同事们又投入到产业化分区的项
目中去。送技术、送服务、张贴横幅和
标语，通过不断讲解田间管理和病虫防
治技术等相关知识，最终在大桥镇形成

了水稻种植、马铃薯种植、黄烟种植、
蔬菜种植、西瓜种植、药材种植等 6 个
农技推广项目。经过近 3年的努力，大
桥镇逐渐破解石灰岩高寒山区土地少、
土地不易贮藏水量的农业生产难点。
共推广测土配方的施肥面积已经达到
了 78000 多亩、发展反季节蔬菜 9000
多亩；花生、黄烟等地膜覆盖技术推广
面积达 26530 亩；每年向农业部、省农
业厅及市产品质量检测站送检抽样农
产品达 200多种。清溪洞村委转水角村
许城养农户，成立了乳源瑶族自治县际
城联合种植专业合作社，共种植黄桃
210亩，2018年实现产值 25万元。新谷
村委岭头村退休老干部林亚彩成立了
乳源瑶族自治县亚彩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种植油茶 1800 亩，2017 年、2018 年
共实现产值 68 万多元，并逐步带领同
村村民走上种植油茶的致富之路。

时刻将农民放在心中，勤勤恳恳为
农民增收想点子出主意的邹新华也得到
了上级部门的肯定，先后被广东省科学技
术协会、广东省农业厅评为“广东省农村
科普工作先进个人”“广东省农业科技推
广标兵”“广东省最美农技员”等称号。

面对荣誉，邹新华却说：“在这些荣
誉面前，我深感责任重大。科技不断进
步，我也必须努力地学习与工作，才能
跟上时代的步伐，尽自己所能让大桥镇
的农业增收再上新台阶。”

“警察就像一道‘防火墙’，执行的是
法律，维护的是秩序，消除的是阴暗，增
长的是正气。我们所有的‘负重前行’，
就是保一方平安，就是为了老百姓的生
活‘岁月静好’。我为自己是一名光荣
的人民警察感到无比的自豪！”说这一
段话的正是乳源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一
六派出所所长冯世军。多次荣获“全市
禁毒工作先进个人”“全省通道查缉毒
品集群战役先进个人”“感动乳源十大
杰出人物”、个人三等功等荣誉。

2013年以来，调到刑警大队从事刑
事侦查和缉毒工作的他主办和参与侦
破的各类刑事案件有 100多宗，其中包
括 2015 年“9·23 特大制毒案”、2016 年
的“2·29三尸命案”、2017年的“8·21白
骨案”、2019 年的“1·11 杀人抛尸双命
案”，还有不久前刚侦破的“12·16双尸命
案”等等一批重特大案件。

在侦办“9·23 特大制毒案”时，恰
逢中秋佳节，作为主办侦查员，冯世军
放弃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带着同事
先后两次深夜潜入制毒场所打前哨收集
证据，为了完美收官，甚至潜伏在制毒场
所附近的草丛中长达20个小时之久，饿了
啃面包，渴了喝矿泉水，终于一举捣毁位
于乳源大东村委一处偏僻平房内的制毒

窝点，当场缴获冰毒成品和半成品300多
公斤，涉案车辆3辆和制毒工具一批。

到任一六派出所所长后，冯世军又
带领派出所与当地党委政府合力推进

“无毒社区”创建工作，多场次组织禁毒
宣传活动。结合派出所“八个一”勤务
机制和红袖章、平安志愿者“三个一”工
作走村进户，走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
使一六镇禁毒形势稳中有降，逐步形成

了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
说起自己取得的成绩，冯世军谦虚

地说：“我深知，所有的成绩，都是大家
共同干出来的，荣誉应该归于乳源公安
这个集体，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情，这是职责所在。今天，乳源拥有了
一个比较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背后是全
体公安民警和辅警们无私地奉献和默
默的付出，鲜花和掌声应该送给他们。”

黄秀珠，一位在临床儿科一线工作
了 26 年的医生，每日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无怨无悔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只为不负所肩负的生命之重，不负患者
的信任之心，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救死
扶伤的职业内涵。

4 年前，黄秀珠曾碰到了一个重症
肺炎并心衰、营养不良的 6 个月大患
儿，来时病情危重，但患儿家里经济条
件困难，父母身上只有 200 元钱，告病
危时，家人想放弃治疗。黄秀珠和同事
们一边进行抢救，一边不断劝阻，还给
予奶粉等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安慰，尽
最大的努力守护和抢救小生命，在住院
期间，黄秀珠和同事还发现该患儿患有
先天性心脏病，于是，她们立即联系了
当地红十字会，三个月后该患儿在广州
陆军总医院做了免费先天心手术，使孩
子能够健康成长。孩子的家长曾感激地
说：“没有黄医生，就没有孩子的今天，
真是太感谢黄医生了！”

说起儿科，大家的印象是“小儿哭，
大人躁，就诊环境乱糟糟”。大多数患
儿都无法表达自己的病情感受，儿科常
被人们戏称为“哑科”，其诊疗护理难度
可想而知，在医院是出了名的劳累科
室。但黄秀珠却告诉记者，每当看到孩
子们天真无邪的脸庞，内心深处的父母
情怀就会被牵动，就好像面前是自己的
孩子一样，让她们康复和健康成长，是

她最大的欣慰。
为更好地守护和抢救每一个脆弱

的小生命，黄秀珠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学
习机会，精勤不倦，不断地追赶学术前
沿，引进新技术，先后开展小儿无痛胃
镜的检查、雾化吸入治疗、PS气管注入
及无创CPAP等新技术。尽最大的努力
减少脑瘫儿、伤残儿的出现，减轻家庭
及社会负担。目前县人民医院成为该县
抢救危重儿科病人的重点医院。至今为

止未发生一起医疗纠纷，每年收治患儿
约 4000人次、抢救成功 100 多人，实现
了大病不出县，转院率控制在 1%以下，
远远低于医保要求。黄秀珠说，儿科工
作虽然繁重，但每当听到一声声“黄医
生”，看到一个个小孩康复后可爱的笑
脸，黄秀珠就多了一份坚守的动力。为
患儿减轻痛苦，为患者家庭减轻负担，
让每一名病痛患儿再现笑颜成为了她一
生的初心和使命。

为人民的“岁月静好”负重前行

不忘从医初心 牢记医生使命

只为心中那份爱

扎根田间 厚植初心

游溪镇上营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
主任赵许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瑶族“拉
高”（瑶语译为长子）。他从小目睹乡亲
们在贫困线上挣扎，暗暗下定决心要让
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上营村的主要收入以农业为主，全
村山林面积 14841亩，耕地面积 394亩，
山多地少的地理环境，全村辖 4个村小
组，共有 178户 734人，目前有精准扶贫
贫困户 19户 49人，贫困人口占比较大，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有很大压力。

自 2017年担任上营村委书记、主任
以来，“落后怎么办，扶贫怎么干？”是赵
许东经常思考的问题。他曾为改造上
营小学闲置校舍为村民综合服务中心
项目跑部门、筹资金。为抓住精准扶贫
的东风，带动全村贫困户脱贫，赵许东
牵头成立了常常荣种养合作社，合作社
集中管理，贫困户投工投劳参与分红，
集中养殖香猪、种植鹰嘴桃及林下嫁接
茄子。2018年，上营村参与香猪养殖项
目有 15 户贫困户，每户 1000 元分红收
入，鹰嘴桃种植项目全村 26 户贫困户

参与，每户 200 元分红收入。2018 年 3
月，上营村启动了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规划编制，打造集观光赏花、有机瓜果
采摘、农家乐、瑶族文化体验为一体的特
色村寨。2019年 8月，上营村污水处理
管网动工铺设，正式开启了上营村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他是村民心中的“最美村书记”。
他 总 结 出 三 句 人 生 格 言 ：事 情 不 怕
杂，就怕村支书每天不去抓；凡事不
怕难，就怕群众心不齐；事情不怕多，
就怕村干部常常躲。“三怕三不怕”的
背后，正是一名基层“村官”守土尽责
的担当意识。

瑶族“拉高”的富民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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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世军

邹新华

黄秀珠

温海霞在授课。

冯世军与“红袖章”交流平安创建工作。

黄秀珠为患儿诊治。

邹新华向农户介绍农业新知识。

赵许东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农技宣讲队员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