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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彭艺

“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
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
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总书
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
谆谆教导，值得每一位中国青年细细
品读。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 ” “撸起袖子加油
干 ” ……奋斗作为新时代的主题词
之一，早已深深刻印在许多人的脑海
中。不过，尽管我们明白许多道理，真
正做起来却不容易。这个时代的青年
不缺少想法，不缺少目标，但许多人
都缺少说到做到的勇气，缺少不畏艰
难、坚持到底的实干精神。所以我们
需要牢记，奋斗不是口号，不是挂在
嘴边轻飘飘的话语，而是脚踏实地稳
步向前的行动。

海不择细流 ， 故能成其大 ；山
不拒细壤 ，故能就其高 。初入社会
的年轻人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成
功学迷惑 ， 导致对待案头工作 、事
务性工作好高骛远 、 眼高手低 ，动
辄定下不切实际的 “小目标 ”，殊不
知身边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 ，
却是实现自己鸿鹄之志的入口 。并
且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 ，一个民族
的伟大复兴 ，也不是一个人 、少数
人能完成的 ，而是由千千万万个体
所做的一件件具体的小事积累起

来的 。外卖小哥凭借闲暇时间的学
习积累 ， 在中国诗词大会一举夺
魁 ，实现个人梦想 ；平均年龄 30多
岁的中国航天科研团队沉心静气 、
刻苦钻研 ，为国家带来一个又一个
航天惊喜 ；守岛英雄王继才用32年
的坚守与付出 ，为祖国的海防事业
筑牢防线 。可见 ，只有每个人都将
奋斗体现在完成好每一件小事的
过程里 ，让奋斗成为习惯 ，才能从
量变积累成质变，让成功翩然降临。

空谈误国也误己，实干兴邦更兴
业。做好每一件小事，需要始终保持
一种积极进取、 昂扬向上的精神状
态，一种奋发图强、迎难而上的工作
干劲， 一种把奋斗精神融于岗位、融
于日常的自觉。做好一件小事，也需
要静下心弯下腰， 遇到挫折撑得住，
关键时刻顶得住。 尤其对于青年而
言，人生之路很长，前进途中，有平川
也有高山，有缓流也有险滩，有丽日
也有风雨，有喜悦也有哀伤。心中有
阳光，脚下有力量，为了理想能坚持、
不懈怠，才能创造无愧于自己、更无
愧于时代的人生。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每一个成就，都需要做好
万千小事来填充；每一次成长，都需
要实实在在的成绩来证明。 青年们，
让我们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奋斗
在人生的韶华中，奋斗在祖国的春风
里！

奋斗在每一件小事里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出生前20天，父亲因救人牺牲；
2岁时， 妈妈因患病再也没能抱过
他；5岁时， 他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家
庭重担， 为瘫痪的妈妈洗衣做饭剪
指甲；13岁时，他成了孤儿，送别卧
病在床10年的妈妈。

他是喻壮， 用瘦弱的身躯书写
孝与爱的感人故事，成为道德楷模；
用奋斗擦亮青春的底色， 成为学习
标兵。

喻壮是长沙市宁乡市麦田初级
中学学生，长沙市“十大孝星”，2018
年“向上向善湖南好青年”。 今年4
月，他又被团中央评为“全国向上向
善好青年”。

面对厄运， 他在苦难
中奋勇成长

4月30日上午， 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 作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
年”，喻壮受邀参加大会。

当日， 这个15岁的少年身着一

套黑西装， 内搭白衬衣和大红色领
带，神采奕奕。喻壮说，这是他生命
中最神圣的时刻，“当我走进人民大
会堂，庄重和敬意油然而生，浑身充
满力量。 以前都是通过电视屏幕见
到习爷爷，这次能近距离见到习爷爷，
让我永生难忘。”

眼前这张充满自信和阳光的脸
上，丝毫看不到厄运和苦难。记者仔
细打量他的双手， 手指关节比同龄
人粗大，和瘦弱的身板略显不搭。

2004年，喻壮妈妈王端美怀孕7
个多月时， 爸爸在救一名落水妇女
时不幸身亡。因过度悲伤，王端美早
产生下喻壮。

十几年来， 王端美一直卧病在
床， 饱受慢性类风湿关节炎和尿毒
症的折磨。

父亲的离世、母亲的病痛，让喻
壮过早体会到生活的不易。 本该尽
情享受宠爱的时光， 他却被迫在苦
难中奋勇成长。

近10年来，从稳步走路起，他就
成了瘫痪在床妈妈的手和脚。5岁时
学会洗衣做饭， 跪在地上给妈妈穿

鞋穿衣、修剪指甲。喻壮读小学四年
级时， 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做饭，喂
妈妈吃完饭，洗好碗再去上学，放学
回家又给妈妈按摩擦身换洗。 因年
幼力气不够， 他时常咬紧牙用头顶
着为妈妈翻身。

喻壮从来没买过新衣服和玩
具，母子俩依靠每人每月210元的低
保补助生活。他最大的心愿是，妈妈
能好好活着。

“这不仅是一份荣誉，
更是一种责任”

2017年12月，王端美病逝，喻壮
由其大伯抚养。

在喻壮家， 爸爸妈妈的遗照和
数十张奖状贴在同一面墙上。

“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但我知道
他是救人的大英雄。”喻壮说，以前照
顾妈妈时虽然累， 但从未觉得日子
苦，“我那么努力就是想尽早独立，让
妈妈开心。如今，妈妈却不在了……”

生活的重担，没能将喻壮压垮。
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中， 喻壮一天天
茁壮成长。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虽历经
磨难， 喻壮仍保持积极向上的阳光
心态，用奋斗擦亮青春的底色，传递
着满满正能量。学习上，成绩名列前
茅；生活中，乐于助人。”宁乡市麦田
中学校长唐正平说，喻壮刻苦钻研，
品学兼优， 同学们都喜欢向他请教
学习上的问题， 他总是抢着干最苦
最累的劳动， 积极参加学校各项体
育活动。

4月30日下午， 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结束后，唐正平领着喻
壮参观了他向往已久的清华大学。

“我的梦想启航于麦田小学，成
长在麦田中学， 希望高中毕业能圆
梦清华大学。” 喻壮喜欢生物学科，
梦想当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可以救
治妈妈那样的病人， 帮助他们减轻
病痛，延长生命。”

喻壮告诉记者，得到“全国向上
向善好青年”称号，对他来说不仅是
一份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他说：“作
为青少年，我们要强健体魄，学好知
识，练就本领，用我们的青春和智慧
建设好美丽的祖国。”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高阳 汪丹

在汶川地震灾区奋战10个昼
夜，救出身处危险的被困群众；冲向
侧翻起火的液化石油气槽罐车，冒
着生命危险勇堵泄漏点……湖南消
防总队郴州支队特勤中队中队长曾
杰毅，今年4月被团中央评为“全国
向上向善好青年”。

入职16年来，曾杰毅先后参加
过1200余次灭火救援任务，成功抢
救遇险群众320余名，在忠诚勇毅间
彰显大爱，在奉献担当中践行誓言。

“事业和爱情 ，都是
一辈子的承诺”

2003年，18岁的曾杰毅投身警
营，他便许下志愿：当一名合格的消
防军人， 做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

“守护神”。不论在什么岗位，曾杰毅
都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当班长，团
结全班队员，带出尖刀班；当队长，
凝聚全队力量，带出先进中队。

为完成支队数字化预案的制作
任务，白天任务重，没时间，他就利
用晚上，加班加点，挑灯夜战，确保

按时按质完成。 为全面掌握特勤中
队7000多件装备性能， 特别是绝大
多数进口装备性能， 他主动与厂家
联系找师傅， 到学校请教专业翻译
老师，对照词典查单词，硬是将各种
装备性能熟记于心。

2012年9月，曾杰毅毅然牵手身
患绝症的女友走进婚姻殿堂。婚后，
妻子白血病复发，需要长期照料，曾
杰毅坚持白天带队训练， 晚上到医
院照顾妻子，直到妻子离世。有人问
他有没有后悔，他说：“既然选择了，
我就要守候一辈子， 不论是事业还
是爱情，都是一辈子的承诺。”

“训练场上多流汗 ，
实战中才能少流血”

无论是当队员还是指挥员，训
练场是曾杰毅去得最勤的地方。他
总是说：“训练就是练习和时间赛跑
的能力，只有训练场上多流汗，实战
中才能少流血。”

2012年， 全省举行打造现代消
防铁军田径大比武和基层指挥员大
比武。27岁的曾杰毅在年龄和体力上
已无任何优势， 但他自我加压开展

“魔鬼式”训练。手掌磨破了，贴上膏

药继续练；脚踝受伤了，绑个绷带继续
练；膝盖水肿了，打针封闭针继续练。
在此次比武中，“大龄青年” 曾杰毅获
得6个单项第一，并以6.83秒的成绩创
造了全省拉梯项目的新纪录。

在个人不断突破的同时， 曾杰
毅时刻关注队伍整体训练水平的提
升，注重传帮带。他常常既当运动员
又当教练员， 把自己摸索出的最合
理、最科学、最快速的动作教给其他
队员。

近5年来，曾杰毅创新各类战法
5个， 改进各种训练方法20余项，带
出了300多名训练精英。2018年，曾
杰毅被抽调参加第二届东盟地区论
坛城市应急救援研讨班消防运动会
比武集训， 担任4×100米消防接力
项目教练，在他的带领下，湖南省消
防总队最终在该项目比武中获得第
一名。

“清除危险，让群众安心”
曾杰毅在训练中是铁人， 在战

场上是勇士。 他始终将人民群众安
危装在心里， 在一次次灭火救援战
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一个
个灾难危险面前，敢打敢冲、不畏生

死，用勇气胆识和精湛技能，科学处
置，化险为夷。

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曾杰毅担
任救援组组长。在余震频繁、断墙危
倾、照明缺失、保障艰难的恶劣环境
中，曾杰毅和战友们连续奋战10个昼
夜，每天只睡5个小时，每天平均负重
行军20公里，手套磨破几十双，双肩
双膝全是淤青，也从未退缩，成功救
援和转移数百名群众。

2017年11月5日，一辆满载23吨
液化石油气槽罐车在宜章县迎春镇
侧翻起火，罐体严重变形，出现多个
泄露点，爆燃后火焰高达20多米，引
燃周边民房， 起火罐体不断发出尖
锐的啸叫声，随时可能发生爆炸，近
万群众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曾杰毅率领特勤中队攻坚组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他主动
请缨带领攻坚组实施堵漏。 经过12
个小时的紧张救援， 曾杰毅同队员
们一起成功处置险情， 没有造成周
边群众任何伤亡。

“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不去
处置，那谁去处置，我们要把危险全
部消除，让群众安心。”回想起过往
经历，曾杰毅如是说。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协军 唐星波

“五一”假期，到处都洋溢着热闹
欢快的气氛。郭志辉坐在家中，打开
手机微信，朝那个熟悉的头像发送了
一句：“老公，你好吗？”

许久，那头没有回复。
2个半月前， 也是在一个团圆欢

庆的日子，郭志辉和丈夫刘斌说了最
后一句“再见”后，就再也没能听到他
的声音。

刘斌是桃源县公路局的一名路
政员。2月19日8时左右，他在长张高
速河洑入口值守点结束了凌晨值班
后，在回家途中突发脑溢血。经抢救
无效，刘斌于2月21日2时去世，永远
地离开了他心爱的家人和忠诚的公
路事业， 把宝贵的生命定格在了42
岁。

“一到过节，就特别想他。”郭志
辉凝噎道，刘斌走后的这70余天，自
己天天给丈夫发微信， 仿佛他还活
着。

敢于承大任———援非
修路、抢险保畅冲锋在前

公路人的工作，普通却不平凡。
投身公路事业的19年中， 刘斌

有7年参与道路工程建设，12年从事
路政执法。无论身处哪个岗位，他都
敢于承担重任。

2007年11月， 刘斌参与了南非
赞比亚谦比希地区的中国经济贸易
合作区公路项目建设， 负责路基装
铺、沥青混凝土摊铺的质量管理。

彼时， 赞比亚时有武装动乱，流
感、疟疾等疾病肆虐，项目建设困难
重重。“他从不向我抱怨那边的生
活。”郭志辉回忆，丈夫在援非期间
每次打电话， 总是报喜不报忧，“他
说， 赞比亚百姓非常佩服中国的修
路技术， 一定要修出一条高质量的
公路。”

两年后，项目圆满竣工。刘斌带
着非洲人民的友谊回到了家乡，他自
豪地对同事们说：“我们普通公路人
也能为祖国赢得荣誉！”

公路人，总是冲锋在前。
2017年夏天， 湖南人不会忘记

那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当年7月
1日，桃源县普降暴雨，山洪暴发，多
条公路路基被冲垮。

这一天，原本因病在家休息的刘
斌，得知公路水毁状况后，主动请缨，
前往县道X049参与抢险。 当他和桃
源县公路局的同事李文波、程钟等人
来到沙坪镇路段时， 发现近50米的
路基被洪水冲空，悬空半米以上。

“我们马上展开了24小时轮
护。” 李文波回忆， 那天经过通宵奋
战，及时抢修，该路段没有因水毁造
成交通事故，确保了过往车辆百姓安
全。

2018年春节前夕， 桃源县遭遇
冰冻雨雪天气，给公路通行带来严重
安全隐患。 在接到紧急保畅通知后，
刘斌立刻赶到沅水大桥等除冰现场，
与保畅队员们通宵作业，终于在天亮
时抢通了道路。

应急处突、抗洪抢险、抗冰保
畅……刘斌坚守岗位19年， 累计
参加了近100次大小救援行动。

“他总是冲锋在前，没有怨言。”
李文波说。

甘当铺路石———守护
376公里公路畅安

“甘当一颗默默无闻的铺路石”，
这是刘斌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

19年来，刘斌以“甘当铺路石”的
精神， 守护着辖区376公里公路；用

“公路卫士”的责任与担当，确保每一
寸公路畅安。

几年前， 在桃源县的县道两旁，
村民打场晒粮、乱倒垃圾、乱搭乱建
违章设施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刘斌
总是对当事人耐心宣传解释，文明执
法，有效维护了路产路权。

一次， 刘斌在日常巡查时发现，
有村民在县道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违
法建房。在执法过程中，当事人多方
托人说情，给案件执行带来了很大阻
力。

有人劝刘斌，只是在控制区建个
棚子而已， 睁只眼闭只眼过去算了，
何必太认真。可刘斌认为，这是严重
违反公路法的行为，是路政管理工作
中不能越过的红线。

他不厌其烦多次上门，与当事人
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该村民主
动拆除了违法建筑。

“我们在执法过程中，经常有熟
人来说情，但刘斌总能严格执法‘一
把尺’。”桃源县公路局路政大队副大
队长张群胜回忆起与刘斌共事的日
子，许多场景浮上心头。

2017年10月， 刘斌负责值守桃
源沅水大桥， 禁止超限超载车辆通
行。公告发布后，仍有司机心存侥幸，
有的给刘斌送烟，有的送钱，要求刘
斌放行通过。 可刘斌一律坚守原则，
当场拒绝了钱物，并责令他们调转车
头返回。

这看似“不近人情”的执法，让刘
斌及同事经常遭遇冷言冷语。

刘斌的初中同学张某，因超载
运输被桃源县陬市治超站扣押处
罚。张某找刘斌帮忙，并承诺送钱
物表示感谢。 刘斌不仅拒绝了张
某，还要求他遵守治超政策，主动
接受处罚。

“不顾同学情”的刘斌由此被张
某“拉黑”，并被恶语诋毁。

“他受的这些委屈我很少知道，
大部分都是他的同事后来告诉我
的。”郭志辉又一次泪流哽咽。

公路人的家庭，总是聚少离多。
今年2月18日晚，元宵节前夕，

刘斌准备前往值守点接班。 当时，
刘斌已感到身体不适。郭志辉建议
他请假休息。刘斌对妻子说，要是
一点点不舒服就请假，工作就没人
干了。

可这一次的别离，竟成了永别。
春将去夏临近， 热热闹闹的

“五一”假期，郭志辉翻看着这70余
天来给丈夫发的微信， 喃喃地说：

“你在那边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儿
子和婆婆。”

做国家和人民的“守护神”
———记“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曾杰毅

“00后”男孩照顾瘫痪母亲近10年
———记“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喻壮 甘当铺路石

———追忆桃源县公路局路政员刘斌

荨荨（紧接1版）3年来，娄底市参与学
雷锋服务的党员志愿者达3.8万多
人次，圆梦“微心愿”3.2万多个，累
计捐款捐物价值700余万元。

娄底市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
江克美说：“想要一个新书包， 想和
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视频通话，想
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这些心愿
虽然很小，但很具体，对困难群众来
说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和难题。”

3月28日， 湘乡市栗山镇杨梅村
村民张群平在村里的“微心愿墙”上
写下心愿：“家里屋顶漏水严重，但无
力修缮， 希望得到帮助。”4月5日，杨
梅村结对单位湘潭市住房公积金中
心认领了她的心愿，并联系一家爱心
企业帮她修好了屋顶。 张群平说，终
于不用担心下雨天房子漏水了。

5月2日，16名爱心人士来到浏阳
市枨冲镇， 帮助23位贫困学子实现

“微心愿”。枨冲镇从4月启动“圆梦微
心愿”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向建档立
卡贫困户征集“微心愿”，并设立“微
心愿树”，便于爱心人士认领。

为困难群体实现“微心愿”，凝
聚起社会各界的温暖大爱， 提升了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
“涓涓细流”汇成爱的海洋

3月5日，2019年郴州市学雷锋
志愿服务月集中活动启动，现场100
个“微心愿”很快被认领完毕。郴州

市在各学校、社区（行政村）设置“微
心愿墙”“微心愿树”，收集困难群体
的“微心愿”，安排专人对贫困家庭
和困难群体的“微心愿”进行摸底、
汇总，建立认领平台进行统一发布。
至4月下旬，郴州市已征集到“微心
愿”10333个，已认领7628个。

湘潭市通过多渠道发动， 依托
文明单位结对帮扶村镇、社区“联点
共建”等活动平台，组织该市763个
村、202个社区全部启动“认领微心
愿”活动。通过湘潭文明网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平台，策划开展网上“微
心愿” 认领活动， 实现线上宣传发
布，线下认领帮扶，充分调动志愿者

团队、企业等社会力量。活动启动以
来，湘潭市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截至
4月25日，已征集“微心愿”3592个，
实现2837个。

永州市各县、 区不仅在社区政
务大厅、农村村民活动中心设置“微
心愿树”“微心愿墙”采集“微心愿”，
还发动志愿者、网格员、驻村干部，
到贫困村（居）民、孤寡老人、留守儿
童等重点人群家中走访征集， 及时
在有关平台发布， 动员社会力量开
展一对一、一对多的认领帮扶活动。
至4月25日， 永州市共征集到15818
个“微心愿”，已实现13191个，物品
折合价值171.48万元。

爱心仍在继续，在全省各市州，
一个个“微心愿”如涓涓细流正汇聚
成爱的海洋。

温馨小故事 拳拳大爱心

假期施工
5月4日， 长沙市湘府路快

速化改造工程高架桥上， 施工
人员在进行隔音屏安装。“五
一”假期，该项目施工现场，工
人坚守岗位，加班加点施工，确
保快速化改造工程顺利推进。
湘府路快速路预计5月底建成
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