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洞庭赤子余元君
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干部 纪炜之

我是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 省洞庭湖水
利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余元君的同事， 陪伴
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那是今年1月19日16时07分，钱粮湖分洪
闸简易工棚里，一场讨论会已经持续了3个多
小时，突然，余总用手捂住胸口说：“小纪，帮
我开一下窗户，我有点不舒服。”我赶紧扶住
他：“要不要躺下？”他说：“躺下，要得！”这是
他25年来第一次在工作中躺下休息， 却再也
没能起来，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6岁。

“1990年适逢大旱，庄稼无收，深感中国
农业靠天之原始落后， 希望能为家乡有所贡
献。”这是余总入党申请书里的一句话。这，就
是他的初心。

追寻这个初心， 他一年有一半时间在洞
庭湖区度过，3471公里的一线防洪大堤、226
个大小堤垸，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了摸清洞
庭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他义无反顾地钻
进了满是污水的涵洞； 他组织开发的洞庭湖
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开创国家重点水利工程
建设网络化管理的先河。

余总主持了数百个项目的技术评审和招
投标工作，始终坚守底线。老家村里考虑到他
年迈的父母吃水困难，在他家旁边打了口井。
他知道这件事后， 硬是把打井钱塞给了村支
书：“打井是我家的事，不能搞特殊。”余总有
个亲戚是小包工头， 每当想接点洞庭湖工程
时，他总说：“扯这个事，免谈。”

这就是余元君。 他用一生实现了对初心
的坚守，也将激励我们为“守护好一江碧水”
砥砺前行。

为了生命的
“168小时”

省人民医院儿科二病室主任 钟礼立
2018年2月15日，大年三十。我正准备和

家人一起回老家过年，这是工作25年来，第一
次和家人过除夕。

正要离开时， 一名重症患儿的妈妈找到
我，恳求将她的孩子转到我负责的普通病房。
这名患儿刚8个月，早产，患呼吸窘迫综合征，
接受气管切开术后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孩
子妈妈希望能在普通病房陪孩子度过他生命
中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春节。

收还是不收？我陷入了矛盾。收，病人的
气切管随时可能脱落导致呼吸衰竭；不收，孩
子父母的请求让人无法回绝。 我反复研究孩
子的病情，思虑再三，在签字单上签了字。在
我宣布这个决定后， 全科室人员包括进修医
师都主动放弃了春节休假。

大年初七上午11时，在收治患儿的168个
小时后， 我们成功为孩子撤除了呼吸机。这
168小时，我没有离开科室一步，只在跨年时
与家人微信视频；这168小时，护士每15分钟
检查一次孩子的生命体征；这168小时，我和
团队医生日夜守在病床旁观察调整呼吸机参
数；这168小时，我们创造了一项奇迹！

回顾这些年，多少个“168小时”里，我们
潜心研究技术， 率先在湖南开展小儿支气管
镜术， 让数万名患儿得到及时救治。 多少个

“168小时”里，我们连续10年组织省内多家医
院， 对全省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病原进
行监测，成功救治多例罕见的疑难病例，屡创
奇迹。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也将以百分
之百的信念去拼尽全力。” 作为一名儿科医
生，无数个168小时，无数个年复一年，我都会
初心不改。

让警徽熠熠生辉
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作战训练大队
副大队长 于勇

作为特警，我们的使命是守护平安。2015
年3月4日，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调派长沙
特警赴反恐一线新疆喀什执行反恐维稳任
务，我踏上了守卫边疆的征途。

在喀什，我主动放弃了所有轮休时间，从
零下十几度的寒冬到四十度的酷暑， 每天工
作十四、五个小时。110个日日夜夜，我带领队
员完成265次护校，300多次卡点盘查、参与上
百次演练、完成50多场次重大警保卫任务，在
我们的坚守下， 喀什没有发生一起暴力恐怖
事件最长时间延长至110天！我被公安部授予
个人一等功。 我和我的战友们用实际行动兑
现了出征的誓言， 那就是忠诚勇敢， 不辱使
命！

2016年中秋节前夜，星城长沙张灯结彩，
两声凄厉的枪声骤然响起。接到上级指令，我
迅速带领队员追捕至嫌疑人藏身地。 为防止
嫌疑人逃脱，在商定具体行动方案后，决定安
排一名队员单独站在面对门敞开的一侧。嫌
疑人带了枪，这个位置可想而知，中枪受伤的
几率会非常大。“我来！”这是我在执行任务时
习惯的回答。 在伏击守候将近5个小时之后，
强攻命令下达，我迅速冲进房间，避开枪口，

将嫌疑人制服在地。那一刻，我与死亡也就差
那么一声枪响。

很庆幸，今天我能完整无缺地站在这里。
15年的特警生涯，赴四川抗震救灾，赴新疆维
稳，赴岳阳、株洲、永州、湘西处突，参与公安
部、省、市督办案件处置，完成许许多多重大
警保卫任务。骄傲的是，我们用实际行动让警
徽熠熠生辉。

普通工匠
也能为祖国争光

中车长江株洲分公司组装车间电焊高级技师
易冉

19年前，我走出校园，成为一名电焊工，
拜湖南省技能大师杨卫东为师。 凭着一股韧
劲、一点悟性加技巧，我从手工焊到气保焊、
从掌握理论知识到打牢实践技能，3年成长为

“电焊金星”，8年成长为中国中车最年轻的电
焊高级技师， 紧接着成为湖南省最年轻的技
能大师。

2007年，作为车间新产品电焊班长，我带
领班组团队实施出口澳大利亚市场， 合同价
值3亿多元，用于矿石运输的“重载高速”第一
台整车的试制。澳方用户以强硬的口气要求，
所有焊缝缺陷为零，不允许有丝毫瑕疵。这样
精准的手工操作， 相当于数控机械手的精细
标准。近于苛刻的要求，激起了我这个湘妹子
的“霸蛮”劲，中国的技术工人，不能在外国人
面前丢脸！我带领班组同事夜以继日探索，终
于成功总结出一套易掌握、 确保质量的新焊
法。平时冷若冰霜的澳方监造专家，对我竖起
了大拇指。

几年前， 总部紧急通知我参加在德国举
办的“嘉克杯”国际电焊工大赛。我心里直打
鼓，在高手云集的国际赛场，代表祖国出战，
我能行吗？在母亲和领导、工友们的鼓励下，
我带着为湖南争光、为国争光的信念出发，作
为大赛唯一的女选手，与众多强手同场竞技，
荣获了大赛特别奖。我参赛的立焊、平焊板作
品，获德国DVS证书并被公开展示，德国媒体
对我进行了配图专栏报道，标题是“中国电焊
花木兰”！

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 我将继续用手中
的焊枪，书写大国工匠的荣光！

无悔的选择
南县福利院副院长 刘莉

20年来，我像一架固定的钟摆，每天早
上六点多钟赶到福利院，穿梭于老人、孩子
之间……

老人们离开家庭、儿女不在身边，需要的
是精神抚慰。80岁的胡新文奶奶，患上了老年
痴呆症，后来摔了一跤，瘫痪在床。我每天除
了日常护理之外，还特意与她讲先前的故事，
希望唤起一些记忆； 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为她
翻身一次，帮她擦洗，按摩手脚，让老人感受
亲情、感受温暖。我们院入住的200多名老人
中，患老年痴呆症的就有60多人，有些老人不
认得自己的儿女了， 但他们记住了我们。“替
天下人尽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那是要切
切实实、一点一滴地去付出、去担当的。

福利院还有一个群体：孤儿。多数孩子初
来时，性格闭塞，不愿与人交流。我就带着他
们一起玩耍，到节假日和生日时，为他们精心
准备小礼物，举办小聚会，尽力让他们感受到
家的温馨和快乐。 洪笑语刚出生就被父母遗
弃。我把她当自己的孩子，一有闲暇，就跟她
讲故事，辅导做作业。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
笑语在福利院这个大家庭中健康成长， 从长
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康复护理专业毕业后，
回到福利院工作。现在，她已成了家，即将要
做妈妈了。

回想20年的工作历程，有过动摇、有过辛
酸，但更多的是喜悦和收获。当老人发自肺腑
地称我“好女儿”、孩子们真诚地叫我“妈妈”
时， 我内心有满满的幸福， 还有什么比被需
要、被认可更值得欣慰、更令人感动呢？

乡亲们给我的
三个“外号”

永州市林业局派驻江华瑶族自治县涔天河镇新庆
社区扶贫工作队队长兼第一支书 蔡建武

驻村扶贫期间， 乡亲们送给我三个亲切
的“外号”。

第一个外号：拐杖队长。
第一次来到新庆大瑶山， 我被这里的环

境和贫困惊住了：全村1805人，贫困人口1063
人，占了60％;低矮破旧的房屋散落在一座座
大山之间，看见屋、走到哭。

到村第7天，我意外摔倒，右脚踝关节骨
折，医生要求卧床治疗2个月。但扶贫工作不
能等。打上石膏，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大瑶山。
之后的3个月， 全村298户贫困户和各个项目
建设现场都留下了我拄着拐杖的身影。为此，
乡亲们给了我第一个外号：“拐杖队长”。

第二个外号：老蔡哥。
做扶贫工作，要像树根那样，把自己深深

地扎到群众中去。去年6月，贫困户盘龙志的
妻子患骨癌去世，留下年幼的孩子和8万元债
务。得知他想开一个夜宵店但缺乏资金，我和
队员想方设法为他筹集了一笔启动资金。开
业当晚，盘龙志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老蔡哥，
我的店子开业了，请你过来喝餐酒。”

现在，大伙儿大事小事都会找“老蔡哥”，
我心里热乎乎的。

第三个外号：队长爸爸。
贫困户李莲花半身瘫痪，丈夫去世多年，

家中只有87岁的婆婆、14岁的女儿婷婷。我把
她们家作为帮扶重点，换安置房、买家具……
每次去学校看婷婷，都会带上两罐奶粉。次数
多了，婷婷的同学一看到我就喊：“曾李婷，你
爸爸又来看你了！” 婷婷总会高兴地说：“是
啊，他是我的队长爸爸。”

乡亲们给我的三个外号， 是给我的最

高礼赞。我只有扎实驻村，努力工作，回报
乡亲们！

做一个有责任
有良知的法官

湘潭市岳塘区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许艳红
我是一名普通的基层法官， 在湘潭市岳

塘区人民法院工作32年， 没有轰轰烈烈的壮
举，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唯有责任和良知
在内心坚守，永不褪色。

法内无情，法外柔情。2006年，我担任刑
庭副庭长，负责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全
省首开圆桌审判。16岁的犯罪嫌疑人小强，因
潜入网吧盗窃，获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
我在审理中了解到，小强父母离异，孩子初中

没毕业就辍学， 后走上犯罪道路。 我心痛极
了，多次上门帮教，对他进行心理辅导。刚开
始时，孩子极其抗拒，态度恶劣地冲我大喊大
叫：“你是我什么人？我的事不要你管！”他一
次又一次将我推出门外，但我没有放弃。听说
小强爱吃饺子，周末我特意包饺子给他送去，
又设法帮他找了工作。日子长了，孩子的态度
渐渐转变，他说许妈妈是一个好人。

2016年，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我被诊
断患上膀胱癌。离开了工作，不穿上那身心
爱的法官制服， 我觉得无所适从。 术后半
年，在我的不断请求下，最终重返岗位，并
通过考试， 成为院里机构改革后的第一批
员额法官。

小强得知我生病了， 给我寄来一大包大
麦若叶。面对孩子纯真的浓浓情义，我常想：
我只是一名普通法官，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群
众却把我看得那么重， 我怎能不对他们掏心
掏肺？对我而言，工作是最好的精神治疗。

既然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那就
尽情享受每一天工作的快乐。

为了万家茶油香
省林业科学院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 陈永忠

回望来时的路，我与油茶树结缘，挥洒青
春与汗水，就是为了用科技种好油茶，帮助林
农脱贫致富。30多年来， 这份初心始终未改、
坚如磐石。

油茶育种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奔走
在14个省的油茶产区， 历尽千辛万苦收集各
种种质资源。开展杂交育种时，连续几个星期
在油茶林中穿行，找花蕾、配花粉，期望得到
理想的种子。一天下来，身上黄一块、白一块，
满是粘巴巴的花蜜和花瓣， 抬举了一天的手
臂和脖子酸痛难忍，但晚上还要与蚊虫相伴，
坚持整理材料和数据。

科研的道路，从来就没有坦途。在最低谷
的时期，整个团队只有4000元科研经费，吃住
行样样靠节省。很多同事都转行了，课题组只
剩下王老师和我两个人。

最让我痛心不已的是：1998年特大洪水，
把我们林场的试验地冲得一干二净， 珍贵的
种子和科研数据化为乌有。数年心血，荡然无
存。 在四顾无助的时候， 想着山区林农的期
盼，想着自己立下的誓言，我忍住泪水、重新
制定试验方案，所有工作从头再来！

有志者，事竟成。又经过10多年的试验，
我们团队终于从上千个组合中择优筛选、培
育出“湘林油茶”高产杂交新品种，亩产油从
过去的3-5公斤提高到50公斤、 产值超5000
元。

今天，“湘林油茶”良种享誉全国，成为南
方地区的当家品种， 累计生产种苗5亿多株，
在全国推广达400多万亩。油茶真正成为了山
区百姓脱贫的“铁杆庄稼”。我们的科研成果
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放飞梦想

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听觉语言康复教师
刘玲琍

我是一名特教老师，干了28年。挽“救”一
个孩子，等于挽“救”一个家庭，能让一个孩子
康复，就意味着给一个家庭带来幸福。

生活在无声世界的孩子， 学说话比想象
要难得多。 一个普通的发音， 常常要教几十
遍、几百遍。为帮助学生发准音，我反复把嘴
唇贴近孩子的手背，让孩子感受气流变化，或
者将孩子的手指伸进我嘴里， 触摸发音的位
置。 每当孩子们用含混的声音喊出“刘老师
好”时，每当那些快要失去信心的家长，听到
孩子喊出“妈妈”，抱着我流下滚滚热泪时，我
都会感到满满的幸福。

为了那些特殊的学生，我32岁才生孩子，可
儿子8个月时被诊断患有先天神经性耳聋。组织
上关心我，建议我带孩子去长沙进行康复训练。
我的孩子需要我，学生们也离不开我。我思来想
去，决定自己来训练。白天教学生，回家教儿子。
儿子如今在普通中学就读，成绩优良。

我庆幸选择了特教这个专业，它让我创造
出奇迹，更让我赢得了祝福的掌声。

为了让更多孩子走出无声世界， 我不断
实践总结，探索出“情景教学”“合作学习”等
教学模式，自编了“舌操”和语训教材。我所教
过的学生有20多人考上了大学， 一个叫小湘
湘的孩子，不仅走出了无声世界，还成了一名
出色的舞蹈演员。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
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结婚生子。我坚信每
一个孩子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都能放飞自
己的梦想。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孙敏坚 周帙恒
何金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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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平凡 创造不凡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7月26日，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事迹报告会在省委礼堂举行。9位报告团成员先后登台，讲述了洞庭赤子余元君和各自立足岗位不忘初

心的先进事迹。他们的故事，根植于平凡，创造了不凡，为参加报告会的同志带来了一堂触及灵魂的初心课。特将发言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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