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月华：“板凳妈妈”再当“板凳女儿”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人物】
许月华， 女，1956年出生在湘潭市板塘

铺，现在经营着一家“板凳妈妈敬老院”。她
1987年入党，2011年，中组部表彰她为“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

【故事】
6月29日早晨，大雨滂沱。记者在“板凳

妈妈敬老院”门口见到许月华时，场面有点
滑稽而温情：

许月华坐着一台电动轮椅正缓缓驶来。
一把固定在轮椅上的雨伞替她遮风挡雨，电
动轮椅的四周挂着四五个花花绿绿的环保
袋，翠绿的芹菜、粗壮的莲藕等从袋子里探
出头来，透着水灵。

“为了让敬老院的老人们吃得好一点，
许阿姨每天都要自己去菜市场买菜，怎么劝
都不听。”工作人员袁琪抱怨说，“喏，你看她
轮椅后面的大罐子，肯定又是给几位咳嗽老
人熬的冰糖雪梨汤。”

这位曾经感动过全中国的“板凳妈妈”，
如今又成了敬老院老人们的“板凳女儿”。

“因为党和国家给了我太多太多，不努
力多回报一点，我这心里过不得。”许月华
说。

12岁那年，她跑到铁路上捡煤渣，不幸
被火车轮夺去了双腿。 没有双腿的她开始
用两个四角板凳支撑着“行走”。17岁时，她
被送进了湘潭市社会福利院， 成为了一名
保育员。截至2010年，她一共照顾了130多
名孤残儿童，她也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板
凳妈妈”。

2011年6月，她接到省委组织部的通知：
中组部拟表彰她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请
她去北京领奖。

“先是29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看文艺演
出，题目是《我们的旗帜》。”许月华回忆说，
她的座位正好在胡锦涛同志的斜后方，两人
还握了手。“一见到我的板凳，胡锦涛同志应
该就知道我是谁了。他说：‘我替那些孩子们

谢谢你！’”
载誉归来，许月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

同。 她依然留在湘潭市福利院当保育员，依
然是几十名孤残儿童的“板凳妈妈”。

2013年11月底， 许月华被初步诊断为
“肺部粘液表皮样肿瘤”，而此时，远在沈阳
部队的儿子即将出发去往非洲执行维和任
务。有人劝她：“要儿子别去了，那边又艰苦
又危险。你这病本来也需要人照顾，不是正
好有理由吗？” 许月华坚定地摇头：“他是个
军人，就必须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要是怕
苦就不去了，别人的孩子就不苦了吗？”不仅
没让儿子回来， 许月华还隐瞒了自己的病
情，为了怕儿子察觉出异样，她特地把手术
时间安排在儿子抵达非洲之后。

2014年初，在各方的关心支持下，许月
华在湘雅二医院成功接受手术。 出院后，许

月华被“勒令”在家休息养病，但她哪里闲得
住？她又寻思着“做点事情报党恩”。

许月华很清楚自己的“特长”：“我也不
会干别的事情，只晓得当保育员。当了这么
多年的‘板凳妈妈’，也该当当‘板凳女儿’，
为老人们尽点孝。”2015年4月1日，许月华开
始接手吉安路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命名为
“板凳妈妈敬老院”。

如今，养老院里住了20多位老人。从吃
穿住行到健康状况， 从买菜洗衣到心理疏
导，许月华都要操心。敬老院里有几位老人
长期被疾病折磨，心理状态很不好。许月
华总是用自己的故事开导他们：“人吃五
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嘛！你看我虽然得
了癌症， 但是每天还是过得好开心！ 多活
一天就要开心一天，做事一天，这样活着才
有味啵！”

■追授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宋文博：
血写忠诚

郑培民：
公仆本色

� � � � 【人物】
宋文博，男，1972年出生，山东威海人，

生于湖南衡阳，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
前系湖南省洞口县公安消防大队政治教
导员。2009年6月14日，因连续抗洪、劳累过
度以身殉职，年仅37岁。2011年，中央组织
部追授宋文博同志为 “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

【闪光言行】
在19年消防军旅生涯中，宋文博始终

忠诚党的事业，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哪里最需要就出
现在哪里， 哪里最危险就战斗在哪里。他
先后参加500多次灭火抢险救援战斗，抢
救遇险群众18人，带出了一支“下得火海、
上得刀山”的消防劲旅。他忠实履行消防
监督职责，积极为洞口县消防事业献智献
力，该县连续10年没有发生重特大火灾。

他靠一人工资养活一家7口人， 全家
挤着住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 却把单位
140平方米的集资房指标让给了新婚士
官，还长期资助2名困难失学儿童。

2009年6月9日凌晨，洞口县境内山洪
暴发， 他带领战士们奋战近10个小时，救
出7名群众，疏散转移村民260余人。灾后，
又带领官兵与灾区群众一道开展抢修保
障工作，最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牺牲
在抗洪一线。

【人物】
郑培民，男，1943年出生，河北武安人，

生于吉林海龙县，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生前任湖南省委副书记、 湖南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2002年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 。
2006年被中组部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闪光言行】
郑培民身居高位而心系群众， 直到生

命的最后时刻，仍不忘自己曾许下的诺言，
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风范。他留下3
类遗物：一个防腐账本、一本廉政纪录和几
十本日记。 他从不搞特殊化， 从不做违规
事，两袖清风做了几十年官，光明磊落做了
一辈子人。

为官数十载， 他始终和群众保持血肉
联系。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担任州委
书记时，他爬过湘西最难爬的山，走过湘西
最难走的路，去过湘西最穷的村子，住过湘
西最穷的人家。

1998年夏天，长江流域洪水泛滥，常德
安乡县堤垸溃决，灾情严峻，时任省委副书
记的郑培民和受灾群众并肩抗洪， 度过了
80多个艰苦卓绝的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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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的共产党员
� � �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应该是党组织能够给予一名普通共产党员
的最高荣誉。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先后有5名党员（此次表彰的不计）享有这样的荣誉称
号。他们中间，有志愿服务基层的青年才子、有拳拳报国的科技工作者、也有身
残志坚的大爱母亲； 有夙夜在公的人民公仆， 也有牺牲在抗洪一线的消防战
士，他们为全省党员干部群众树立了一面面“标杆”和“旗帜”。

建党95周年之际，湖南日报记者分头回访这些“标杆”和“旗帜”，从他们身
上找寻共产党人永恒的精神力量。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人物】
吴奇修， 男，1966年6月出生， 湖南娄底

人，1993年入党， 现任财政部农业司司长、国
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主任。2001年，时任
湖南省涟源市茅塘镇党委副书记兼石门农村
改革试验区党总支书记吴奇修， 成为改革开
放以来湖南首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殊荣获
得者。

【故事】
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 吴奇修赶在担任

第十八届中央第十轮巡视巡视组副组长前
夕,抓紧时间在南方几省围绕现代农业发展、
扶贫攻坚、 农村综合改革和防汛救灾走村入
户深入调研和督导，乘坐夜班飞机返回北京。
当晚整理此次考察的资料和思路， 直至凌晨
一时多。6月17日一早，他又精神抖擞地出现
在财政部大楼。

他告诉记者， 北大毕业参加工作29年，
从大学生村官一步一步到共和国的“财经卫
士”，无论在哪一个岗位，干事创业的激情从
未消退。

1987年， 吴奇修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
业， 学以致用改变中国农村贫穷面貌的理想
激荡着他， 促使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吃惊
的决定： 主动要求到革命老区湖南涟源县农
村去工作。

当时， 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对涟源县来说
是一个“宝贝”，县里的领导认为他去农村太
浪费，一开始把他留在县计划委员会工作。期
间他两次申请去贫困村扶贫,对农业农村改革
发展稳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了切身
的感受和思考， 使他更加坚定了去基层的想
法。1995年，吴奇修上任茅塘镇石门村党支部
书记，成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村官。

在石门村，吴奇修一干就是7年，凭着共
产党人的担当和坚守， 他从加强村党支部建
设入手，团结带领村支两委一班人，引导农民
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探索农村改革发展之
路。他把一个贫困村改造成了“全国文明村”、
省级小康示范村、 湖南省第一个农村改革试
验区,村党支部成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2001年7月1日， 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
年，中央举行隆重庆祝仪式。作为湖南省第一
个获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吴奇修
获邀参加庆祝仪式，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是朱镕基总理给我颁的证书， 挂的奖
章。”他回忆说，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50位获奖者中， 受邀上台领奖的只有28位，
他是第三个上台的。

颁奖典礼之后，7月2日,吴奇修作为获奖
者中的突出代表， 被邀请在一场座谈会和一
场报告会上发言。 座谈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勤
政殿举行， 多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了吴奇
修所作的汇报———《在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
中锻炼成长》。7月6日的先进事迹报告会由中
组部、中宣部等八部委主办，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6000多人参加， 吴奇修分享了自己大学
毕业后投身基层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奋斗历程。

历任湖南村、镇、县（县级市）、市党委、政
府和省直机关主要领导， 2010年，吴奇修由
湘潭市市长调任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局长。肩
负国家的“财经卫士”职责，5年多来，他带领
监督检查局依法依规组织较大规模的专项检
查63项， 查处各类违规资金逾2万多亿元，且
未引发任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2016年4月， 吴奇修担任财政部农业司
司长、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主任。正是
在农村基层与群众朝夕相处、 同甘共苦建立
的深厚感情， 使吴奇修时刻都把群众的利益
放在首位。 他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大政方针
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紧紧扭住发展现代农
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扶
贫攻坚、 生态环境保护、 农业农村改革等任
务，扎实做好财政支农、扶贫开发和农村综合
改革等工作。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不管身处顺境或逆
境，不管多苦多难，坚定的理想信念不能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 勤政廉
政、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操守不能丢。咬定
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乡音依旧，情
怀依旧。在这位50岁的共产党人身上，当年的
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澎湃激情， 从未因
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而有丝毫改变。这就
是一个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忠贞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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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伯云：激情燃烧的“特殊材料”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人物】
黄伯云 ，1945年11月出生 ， 湖南南县

人，著名材料科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协副主席、湖南省科协主席，1972年
入党。2006年，时任中南大学校长的黄伯云
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故事】
每天早上8点出门到实验室，晚上11点

离开实验室回家休息， 这就是黄伯云卸任
中南大学校长后的工作和生活。

“辞去了行政职务，正好可以专心扑在
科研实验上，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年过古
稀的黄伯云一谈到工作，兴奋得像个孩子。

黄伯云是改革开放后国家于1978年首
批选派的留学人员， 他被分配到美国专攻
材料科学与工程。1988年， 在完成了硕士、
博士、博士后学习后，他拒绝了美国企业的
高薪邀请，“逆流”归国，回到母校中南大学
任教。

在随后的20多年里， 黄伯云心中始终
挂着一件大事：就是如何攻克碳/碳复合材
料的研究。 这是一种广泛应用于飞机制动
装备的新型材料，当时只有英国、美国、法
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拥有。

历经无数次的失败、重来、再失败、再
重来，2003年， 黄伯云和他的团队终于成
功研制出碳/碳复合材料航空刹车片，改
写了中国高性能航空刹车盘必须依赖进
口的历史。从此，中国飞机可以依靠自己
的“双脚” 平稳地降落在世界面前了。
2005年3月，“高性能碳/碳航空制动材料
的制备技术”项目获得了2004年度国家技
术发明奖一等奖，在此之前，此奖项连续
空缺了6年。

一时间，各种荣誉纷至沓来：“CCTV2005
年感动中国” 十大人物、 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而最让黄
伯云觉得意义重大的是“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

“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国家把碳/碳
材料的攻关重担交给了我们， 我们就一定
要搞出点名堂来。作为一名党员，就是要发
挥好带头作用，领着团队打赢这场‘最硬的
仗’。”黄伯云回忆说，当2006年7月1日站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表彰大会现场， 从时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手中接过勋章和
证书时， 他觉得“肩上的责任更加沉甸甸
的”。

沉甸甸的责任转化为不断进取的科研
动力。在黄伯云的带领下，近年来，团队又
先后成功研发了一系列新的材料， 其中包
括火箭发动机用高温喷管材料， 高铁用高
性能粉末冶金制动材料等， 所有这些新型
材料，有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的甚至处
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黄
伯云先后组建了5家科技型公司， 其中1家
成功上市，但他自己却不占任何股份。多年
来获得的各种科技创新奖奖金， 他都捐给
了集体，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奖金则全部
缴纳了党费。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共产
党员，他不仅要为飞机、高铁、地铁等制造
特殊材料， 他更要把自己锻造成为党和人
民的一块“特殊材料”！

“我认为世界是多样的,不只有一个模
式,不是说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就一定要用
钱来衡量,一定要占股份。对于我来说,就是
要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解决国家的
重大需求,要为国家做点儿事,这才是我们
永恒的追求。”

在采访结束时,黄伯云告诉记者,接下
来还要打更大的“仗”,要更多地实现科技
成果转化，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要
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中。 虽然仍有艰难的道路, 但是喜欢打硬
“仗”的黄伯云认为，只有在材料领域拥有
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尖”产品 ,
国家才能更加强大。 而这正是他这个材料
科学专家要做的事。

老一辈科学家、 老共产党员的风骨和
魅力，令人肃然起敬。

吴奇修：理想信念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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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虽然已经离开了福利院，但许月华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些孩子，隔三差五她就会回来看
看他们。 通讯员 摄

2005年4月17日，黄伯云院士（左三）在
指导学生做实验。 他每天都要在实验室里

“泡”上10个小时以上。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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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吴奇修（右二）在广东英德市九龙镇与当地村民座谈。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