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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周红泉
实习生 禹丽丽 钟文兴

“打电话给刘芳：三个外院的毛毛好不。”
这是一张从ICU重症监护室里递出的纸

条。
写下这张纸条的是株洲福利院46岁的康

复员危晓波，被称为株洲最好的“脑瘫儿童康
复员”。

她在株洲儿童福利院一干就是21年，是
她先后照顾过的2000余名孩子口中的“危妈
妈”。

这几天， 很多人都被她那份纯粹的爱所
感动。新湖南客户端关于她的报道，两天内点
击量达2.9万。大家都在祈祷她能度过这一关。
可是8月16日，她永远离开了人世。

8月18日， 很多从福利院出去的孩子，还
有生前同事， 更多陌生人……都在为她送上
最后一程，怀念她。

� “三个毛毛好不”———从ICU
重症病室递出的纸条

“纸条上的三个‘毛毛’，是从郴州过来
做康复治疗。晓波呼吸困难，还在惦记孩子
们……”同事刘芳忍不住抹泪。

妍妍是三个“毛毛”中的一位。6月下旬，
妍妍因中耳炎影响听力，危晓波带她去医院。
现在，妍妍的中耳炎已康复，听力也恢复了，
其他两位孩子情况也很好。 可危晓波再也醒
不了。

“我跟她同一年进福利院， 她对孩子的
心，我们都看在眼里。”刘芳说。

当年，24岁刚参加工作的危晓波在福利
院，看到孩子们可爱的脸蛋、无助的眼神，她
决定留下来。

这一干，就是21年。
危晓波发过的一条朋友圈：“泥娃娃，泥

娃娃，一个泥娃娃，也有了眉毛，也有了眼睛，
眼睛不会眨。她没有亲爱的爸爸，也没有亲爱
的妈妈，我做她亲爱的爸爸，我做她亲爱的妈
妈，永远爱着她。”

或许，这正诠释了她当年的初衷。
在福利院， 危晓波每天都要给孩子康复

训练：针灸、推拿按摩、水疗等。陪孩子练习站
立、走路、说话，辨别声音、颜色、形状等。让孩
子的语言、自理、社交能力得到最大恢复与发

展。
“光康复训练，一个孩子就要花40到60分

钟。拍、捏、揉孩子手臂、腿上穴位，一场累计
要做2000个动作。一天下来，她要完成7位孩
子的训练。”刘芳说，这些孩子大都患有脑瘫、
唐氏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等，要有十足的爱
心和耐心才能做到。

“她对孩子真的很用心，有时还带回自己
家里， 会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日。” 刘芳
说，危晓波建了一个公益群，每到孩子生日，
她给孩子买蛋糕，送生日礼物，陪伴孩子。

� “千万次微笑、对话，也许某
一个瞬间孩子就意会了”

8月16日，记者来到危晓波生前工作的株
洲儿童福利院“明天计划”康复训练基地。

按摩床前， 记者张开手伸向4岁的朵朵，
她伸出小手掌来碰记者的大手掌。

别看朵朵这么一个看似普通的动作，却
浸染危晓波无数的心血。

朵朵是一名患唐氏综合征（又称先天愚
型）的孤儿。危晓波照顾她近4年。

这样的场景曾无数次上演：

“朵朵，你好!”危晓波用她母亲般灿烂、甜
美的笑容，跟朵朵讲话，通过眼神、微笑、动
作、抚摸等与其交流。

大多时候， 朵朵不会对危晓波的互动作
出任何反应。这在一些新康复员看来，危晓波
这样做并无意义。

“也许千万次微笑、对话，某一个瞬间孩
子就意会了。”危晓波这样对新来的同事说。

事实证明她的说法。一次，危晓波摊开手
跟朵朵说，“来，妈妈，抱抱。”朵朵的双手竟然
抬了一下。

这一下，让所有人都为之惊喜和触动。
危晓波和孩子们的温暖故事， 几乎每天

都在福利院发生。孤儿菲菲，是一名早产儿，
伴有脑发育不全。进入福利院时7个月，智力
发育水平比正常孩子落后4个月。

经过推拿、按摩、运动、水疗等康复治疗，
10个月时，菲菲学会翻身。

危晓波和康复师一起，不断调整方案。终
于在菲菲两岁时，其大运动、精细运动、认知
能力均达到同龄孩子的正常水平。

“能说会跳，活泼可爱。后来被好心人收
养，重新回归家庭的温暖。”刘芳欣慰地说。

� “危妈妈”剪头发，这样温馨
场面以后都不再有了

7月8日， 危晓波因尿道结石引发脓性败
血症，全身感染，住进株洲市中心医院ICU病
房。13天后转入湘雅医院，被确诊为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这属于高病死率的疾病。

巨额的治疗费让危晓波家人难以承受。
福利院里为危晓波组织捐款。

“我们有个孩子小景，她是晓波的康复对
象，听说‘危妈妈’病了之后，她推着助步器，
也要捐款。”刘芳说。

其实，这些特殊的孩子大多并不知道“危
妈妈”得病的涵义，但他们执意要把零花钱捐
给“危妈妈”，觉得这样“危妈妈”快点回来。

危晓波生前住院期间， 福利院工作人员
和一位叫“国康”（化名） 的孩子有过一段对
话：

“国康，你的头发好长了，带你去剪头发
去。”

“我不剪，我要等‘危妈妈’回来，‘危妈
妈’剪。”

原来，在福利院，危晓波还是理发师———

为院里200多个孩子剪头发。
国康17岁了， 但智商相当于3岁正常孩

子。危晓波住院以后，国康不愿别的理发师动
他的头发，要等“危妈妈”回来。

“他虽然有智力障碍， 但分得清谁对他
好，也执拗得很。”刘芳说。

后来，同事在医院看望危晓波时，把这个
故事讲给危晓波听。危晓波喉咙已经插管，不
能说话，边听边流泪。

�被称为株洲技能最优的脑瘫
儿童康复员

“她是我们株洲最好的护理员。”同事刘
芳说，危晓波用5年时间，取得湘潭大学自考
文凭。业余时间，她学习护理、康复知识，多次
参加脑瘫康复培训。曾担任省“明天计划”脑
瘫康复训练株洲基地主任，并获得“全国民政
行业优秀技能人才”名号。

“她是株洲唯一获得这一荣誉的护理员，
也是株洲技能最优的脑瘫儿童康复员。”刘芳
眼含热泪。

“今天，很多陌生人，还有从福利院出去
的孩子，都自发来送她。”刘芳说，很多同事心
里空落落的，无法相信危晓波已离去。

“前几天我做梦，梦见她病好了，穿着工
作服，我在走廊上遇见她。”刘芳说。

� �送别：我们都来不及为她做
什么……

危晓波的纸条上，还写着“国丽别干体力
活”。

18日下午，记者联系上“国丽”。她正在医
院保胎待产。得知危晓波离世了。她十分悲痛，
临盆在即，又胎盘前置，来不及去看“危妈妈”。

国丽说，自己是孤儿，双眼失明。在福利
院长大后，又回到福利院工作。

“我和‘危妈妈’同事14年，每天早上，她
都把我扶到班组工作岗位； 得知我怀孕第二
天，担心我吃不好，给我送来自制的梅干菜扣
肉；对我很照顾，不安排我干重活……”

说到这，国丽低声啜泣，“她其实很忙，要
照顾很多孩子。她那么关心我，我都来不及为
她做什么……”

福利院20多岁的小冰坚持“要陪‘危妈
妈’最后一晚”。他自小在福利院长大，患慢性

胃炎，每年都要住几次院。
“每次‘危妈妈’都熬汤送到医院，有时熬

一整只鸡。”小冰擦着眼泪，十分悲痛，“以后
都喝不到‘危妈妈’做的美味爱心汤了。”

患小儿麻痹症的小燕是福利院唯一的大
学生，毕业于湖南民政学院会计学专业。现在
长沙工作。她多次为“危妈妈”捐款。今天她从
长沙回到株洲，送“危妈妈”最后一程。

�女儿：为妈妈感到骄傲，会完
成妈妈心愿

“在ICU病房，她说不了话，身体极为虚
弱，但意识一直很清醒，经常写纸条‘要求到
普通病房’，也写过‘不治疗’，但从没写一句
疼痛。”女儿李紫依声音哽咽。

“医生说她非常坚强，很多相似患者早已
昏迷。”女儿李紫依说，她为妈妈感到骄傲。

16日，危晓波病情恶化，用最后的力气写
下“想回家”，而后昏迷。家人决定遵从她的心
愿。“快到株洲时，她恢复了一会儿意识，她的
手抬起来，抬得很高。”女儿李紫依说。

“晚上9点多到家。10点30分，妈妈永远停
止呼吸……”女儿李紫依悲痛万分。她说，妈
妈生病前一直希望她去美国深造。

李紫依今年从武汉大学音乐学院毕业之
后，获得去美国深造的机会，妈妈生病期间，
她曾一度要放弃去美国。“我会完成妈妈的心
愿。”紫依说。

将成立湖南省儿童福利基金
会，传递大爱

危晓波对孩子的爱感动了很多人。 如何
将她的爱更好地传递下去？

记者就此采访了负责我省社会福利机构
儿童养育、“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的
湖南省收养管理服务中心。

该中心负责人表示， 得知危晓波的事迹
后，许多好心人自发组织捐款。他们中心多次
前往医院看望慰问， 全省儿童福利系统工作
人员也纷纷自发捐款，为危晓波祈福。

下一步，中心将联合有关部门发起成立湖
南省儿童福利基金会， 做好困境儿童保障工
作，推进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同时，
引导社会力量设立“孤儿妈妈”专项基金，为儿
童福利机构一线工作人员提供关爱帮扶。

周湘智

湖南省委深改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作
出决定，将全省首批10个成熟的改革试点
举措推向全省，并下发专门文件要求各地
“把推广改革试点举措作为重大改革任
务”，“层层传导压力， 层层落实责任”，使
这些成功经验尽快在全省各地生根 、开
花、结果，产生效用。省里将“实时跟踪问
效”，确保创新举措推广到位。今后，省里
将按照常态化机制，把改革试点举措推广
情况纳入改革绩效考核，做到试点举措成
熟一个推广一个。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宁可自己摸索，
不学他人”或“宁学外地，不学本地”。一些

地方党委政府缺乏传播、 扩散创新的意
识，不少经过艰苦探索、务实管用的好做
法未能得到及时复制推广，有的变成始创
者的 “自得其乐”， 有的 “墙内开花墙外
香”，造成创新成果的巨大浪费。

政府创新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与统摄
性， 被世界各国视为引领发展的强大动
力。我省此次针对政府创新“自主性扩散”
动力不足的情况，采取“强制性扩散”方式
推广本土成熟改革经验，从制度上解决了
改革试点举措推不开的困境，既能深度激
发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积极性，还能节约
大量公共资源与“试错成本”。可以预见，
此举必将产生“酵母”般的催生激活作用，
使我省改革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强劲

托起湖南“起跳高度”。
创新驱动需要驱动创新。 衡量改革的

绩效，不仅在于改革创新举措的数量，更在
于推广这些创新举措的范围与速度。 对于
改革经验的仿效部门而言， 既要 “敢为人
先”也要“敢为人后”，对他人创造的好经
验，只要有利于本地发展、有利于增进本地
人民群众福祉，就要大胆大方地吸收借鉴。

对于改革经验的推广主体而言，应从
政策上创造有利于政府创新扩散的环境。
既要对创新行为进行嘉奖，也要对仿效行
为予以激励。对下级政府在创新项目推广
过程中遇到的政策、资金、技术等困难，应
给予必要的支持保障。

对于改革经验的始创者而言，要积极

配合创新举措的推广，并不断优化完善已
有的创新探索。 要始终做到常创常新、再
创再新，努力创造新的改革样本，成为政
府创新的高地。

社会力量也是政府创新扩散的重要
参与者。媒体要加大对改革创新典型的传
播推介，加深公众对创新案例推广价值的
认识； 社会公众应积极回应外来经验、模
式在当地的实施，努力为其添火加柴。

事实上，在创新实践中，每个政府机
构都不会是单纯的仿效者、始创者或推广
者，而是往往同时兼具这三种角色。因此，
各级党委政府应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
与到改革试点举措的推广中来，在“创新”
中“推新”，在“推新”中“创新”。

唐剑锋

在里约奥运男子羽毛球比赛中，两个
老对手———中国的林丹和马来西亚的李
宗伟再次相遇。过去10多年间，这两位世
界最顶尖级羽毛球运动员让我们一次次
感受到竞技体育的精彩。 与林丹交锋中，
李宗伟总是输多赢少，被戏称为“千年老
二”，但他从未放弃。而林丹常常为这位对

手的杰出表现动容、鼓掌。在这位巨星看
来，正是强大对手使自己的运动生涯更有
价值。

事实上， 身边存在一个伟大对手，对
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幸运的事。

瓦尔德内尔，是中国人熟悉的瑞典乒
乓球名将， 他从18岁起活跃在世界乒坛，
一直到50岁退役，几乎以一己之力抗衡了
整整六代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正是由于瓦

尔德内尔这位对手的存在，让中国乒乓球
运动员一刻也不敢懈怠。如果没有瓦尔德
内尔的威胁，或许中国乒乓球队会不由自
主偷懒打盹儿。那样的话，就没有了里约
奥运上的马龙和张继科、丁宁和李晓霞。

菲尔普斯和罗切特是美国游泳队队
友，前者无疑是位现象级运动员，但罗切
特没有妄自菲薄，他说是菲尔普斯的存在
让自己努力成为更好的运动员。在男子短
跑的“飞人大战”中，美国名将加特林说，
是博尔特激励自己突破极限，越跑越快。

没错，正是伟大的对手，激发出了你

的潜能。《史记》里有一个“李广射虎”的故
事，说的是李广将军夜晚行走，见草丛倏
动，以为是老虎，赶紧搭弓射箭，然后拨转
马头、飞奔而去。翌日，发现那竟是一块石
头，整个箭头居然都射进了石棱里。事后，
李广又射了好多箭，但无论如何再也射不
进去。可见虎一样强大的对手，可以令人
的奋斗指数达到超乎自己想象的“峰值”。

“也许， 完美对手就是世界上另一个
自己。善待对手，就是善待自己。”虽然对
手失败了，却是领奖台上的你最值得点赞
的人，请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

在个人微博发几条心灵鸡汤，然
后要求全体员工都来点赞、评论，否则
就处以罚款———这可是现实版 “霸道
总裁”！近日，山东济南一家公司的200
多名员工因未对总经理的微博进行评
论，每人被罚款50元，引发网友热议。

姑且不论这一 “旨在调动员工积
极性” 的规定折射出来的是怎样一种
缺乏亲和力的企业文化， 从法律角度
来看，这位“霸道总裁”的做法，也是站
不住脚。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罚款
只能由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管理

机关或者法律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机
构行使。现实生活中，企业按照内部规
章制度， 可以对违反规则的职工予以
经济处罚。但必须有明确规定，且经过
一定的程序公布。微信不点赞就罚款，
是否太儿戏了！

作为企业领导，“总裁” 们应以理
服人、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地位和权势
压人，更不能视规则为儿戏，那样只会
让人口服心不服， 甚至 “吃不了兜着
走”。

文/李若素 图/朱慧卿

改革，既要“创新”更要“推新” 新声

树立标杆 走在前列
娄底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华学健

娄底市委在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基础上，同步
启动了领导干部“履职尽职、
攻坚克难”的责任心教育。组
织部门承担着管党治党的重
要使命， 应在学习教育中树
立标杆、走在前列。

以绝对可靠的政治品格
体现忠诚。对党绝对忠心、为
党竭诚努力是整个组织工作
的生命线。牢记第一身份：全党同志的第一身份是共产
党员，组工干部作为“管党员的党员”，更要从灵魂深处
强化对党的认同与热爱。恪守第一职责：党员的第一职
责是为党工作。组织工作事关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
执行，对于党交给的任务，组工干部必须坚决、坚定地完
成，绝不能讲价钱、谈条件。永葆第一本色：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
的第一本色。心有信仰才会行有定力，少数共产党人变
色变质的根本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动摇。组工干部要做
纯粹而有信仰的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时刻紧跟党中央
步伐，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

以专心致志的敬业精神履职尽责。履职尽责的前提条
件是知责明责。组工干部要牢记使命、认清职责，列出责任
清单，建立责任台账，经常自问、探讨“怎样才能履行好职
责”，问出不足，探究出改进措施和努力方向。履职尽责的核
心要素是执行落实。一流的执行力体现为精准的领悟能力，
只有学深悟透政策，才能在工作中不偏不倚；体现为“马上
就办”的优良作风，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体现为较
强的统筹能力和战略思维，追求高质高效、精细精要。履职
尽责的最高境界是专心致志地爱岗敬业。对于工作，组工干
部要安下心来、专注起来、“迷恋”至深，始终保持开拓进取
的精气神。今年是换届之年，组工干部只有专心致志做实工
作，才能推动换届顺利开展、圆满成功。

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攻坚克难。攻坚克难需有迎难
而上之勇：“为官避事平生耻”， 迎难而上体现的是强烈的
责任意识、崇高的政治觉悟。面对如何向中心聚焦、为发展
聚力等时代命题，组工干部应勇于“啃硬骨头”，体现干事
创业之为。 攻坚克难需有久久为功之勤：“一勤天下无难
事”，只要驰而不息、持之以恒地去做，组织工作就会有成
效。既要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拼劲和韧劲，又要甘当铺路石、甘为孺子牛，拥有“功成
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境界。攻坚克难需有改革创新之智：改
革创新是组织工作更好地服务大局和实现自我的必然要
求。组工干部要紧紧抓住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创建基
层组织建设先进市和市县乡三级换届等重点难点问题，以
更大的担当、更实的作风、更新的思路和办法推动问题解
决，促进工作提升，服务娄底发展。

� � �华学健 通讯员 摄

向对手致敬

新闻漫画

“霸道总裁”，请别拿规则开玩笑

冰心一片在玉壶：“危妈妈”好走！
在福利院工作21年，临终前在ICU病室还惦记“三个毛毛好不”

“危妈妈”生前给孩子做康复训练。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