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远小伙在宁波
顺利捐献造血干细胞

河南女子流落淮北
救助站助其回家

本报讯 “感谢你们把我母亲照顾得这

么好，真的太感谢了……”9月 5日，在淮北市

救助站，来自河南省夏邑县的董某草眼含泪

水，对救助站工作人员一再道谢。她的母亲

蔡某荣在救助站工作人员不懈努力下，终于

与家人团聚。

2019年 5月 29日，一名行走在高速公路

应急车道上的女子被送至淮北市救助站接受

救助。“你叫什么名字？记得家在哪里吗？家

里都有什么人？”救助站工作人员耐心询问女

子，女子却一脸茫然，不说一句话。

办理好登记手续后，工作人员赶忙带她

去洗澡换衣。在站期间，工作人员通过全国

救助寻亲网以及DNA比对、人脸识别等途径

为其寻找家人，但一直没有结果。

按照规定，2020年，工作人员为该受助人

员办理了淮北市户口，但是寻亲工作一直没

有停止。今年7月，淮北市救助站再次采集其

近照提供给公安机关进行人脸识别。这次传

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该受助人员与河南省

夏邑县程各村62岁的蔡某荣高度疑似。

工作人员随即与河南方面联系，经多方核

实，确定该受助人员就是走失两年多的蔡某

荣。更让人欣慰的是她有一个幸福的家：一个

憨厚的丈夫，两个体贴的女儿。两年多来，家

人从未放弃寻找蔡某荣。当得知蔡某荣就在

离家100多公里的淮北市救助站时，一家人激

动不已。9月 5日，两个女儿带着父亲赶到了

淮北，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感人一幕。离家

两年多，血浓于水的亲情让蔡某荣一家人紧紧

拉着手，再也不愿松开。 （赵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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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庆市岳西县天堂镇石桥村脑瘫双胞胎金华栋、

金华梁顺利收到了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懂事的孩子、坚

强的母亲，这个困厄的家庭用爱与坚强书写出催人奋进的故

事，他们的经历也打动了许多人。

2001年，怀孕六个月的吴春香在家中盖房子，由于过度

劳累，她早产生下了双胞胎。经过治疗，胎儿活了下来，并且

长得白白胖胖，讨人喜欢。家里给哥哥取名金华栋，弟弟取

名金华梁，希望他们长大成为栋梁之材。

然而欢乐时光总是太短暂，家人们的喜悦在七个月后戛

然而止。一次，吴春香发现小儿子趴在床上翻不了身，而且

时不时出现双腿抽搐。慌乱中，吴春香带着小儿子去检查，

最终小儿子被确诊为早产脑部缺氧导致脑瘫。不久，大儿子

也被确诊为脑瘫。

吴春香和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开始了艰辛的求医之路，情

况有所好转后，丈夫选择外出打工，吴春香在家中照料孩子。

两个儿子到了快上学的年龄，医生告诉吴春香，这样的

孩子上不了学。只有小学文化的吴春香却希望兄弟俩从幼

儿园开始正常上学，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刚开始，幼儿

园都不愿意接收这对兄弟。在吴春香的软磨硬泡下，最终一

家幼儿园愿意接收这对兄弟。

兄弟俩上幼儿园、小学期间，吴春香就在学校旁边租了

间房子，一边卖文具、零食等贴补家用，一边照顾孩子。兄弟

俩上中学了，吴春香又开始卖早点养家。她每天凌晨三点就

要起床准备，金华栋每天凌晨五点起床，帮母亲包装豆浆等

食品。吴春香卖完早点回到家后，再骑三轮车送孩子到离家

三公里的学校上课，每天四趟、风雨无阻。“印象中，妈妈睡觉

的时间特别少，几乎都是在干活，照顾我们、照顾这个家。”谈

及母亲的辛苦，兄弟俩泪流满面。一次下大雪时，他们的三

轮车翻倒在路边，兄弟俩抱着母亲大哭，他们不想让母亲这

么辛苦，喊着不想上学。当时，吴春香心里也在流泪，但她忍

着痛爬起来，对两个孩子喊道：“跌倒算什么！”从那以后，兄

弟俩再也不在人前叫苦叫累。

2018年，兄弟俩的父亲被人骗走30多万元钱，让这个困

顿之家雪上加霜。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要拼命赚钱还债。

吴春香和丈夫起早贪黑，她卖早点，丈夫卖红薯，在他们的努

力下，如今外债还剩20多万元。“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不偷不

抢不丢人。”吴春香总是这样说。

今年，兄弟俩分别被合肥、六安的职业学院录取，金华栋

生活能勉强自理，而金华梁则需要母亲陪读，一万多元的学杂

费让这个家庭再次陷入困境。得知消息后，社会爱心人士伸

出援助之手，截至9月9日，爱心人士已为兄弟俩筹集了四万

多元的捐款，这让吴春香暂时舒了一口气。这些天，为了减轻

家里的负担，金华栋还特意到家附近的一家工厂做起了兼职。

如今，这对兄弟即将前往陌生的环境，这让吴春香又开

始担忧起来。这些天，她反复叮嘱大儿子如何照顾自己、怎

样与人相处，同时忙着寻找小儿子学校附近的陪读房。兄弟

俩说，开学后要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将来凭本事找工作，“尽

全力回报父母”。 （储永志 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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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在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大杨村
红旗小区，党员志愿者在用废旧轮胎做成的花
坛里栽种绿植。为提升居民居住环境，大杨村
将废旧轮胎重新“打扮”，制作成花坛，并有规
则地摆放，让废旧轮胎焕发出新的价值，为小
区增添一抹绿。 葛传红/摄

废旧轮胎成新景废旧轮胎成新景

本报讯 路遇晕倒抽搐的男子，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口

腔科护士杨晓君上前紧急施救，之后男子慢慢恢复了意识。

事情发生在 9月 8日下午 5点 45分左右，当时正值下

班时间，杨晓君结束一天的工作，正往家赶，经过包河区政

府门口时，她看到地上躺着一名男子，伴随着短暂的抽

搐。旁边围观人群中有人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但是没有

人敢贸然上前查看。

见此情景，杨晓君毫不犹豫地上前查看。这时男子

身体已经没了反应，周围地面上散落着一瓶速效救心

丸。杨晓君推测男子可能患有心脏类疾病，于是果断给

他吃下速效救心丸。

随后，杨晓君开始拍打男子的肩膀，一边呼喊他，一边

查看男子的瞳孔，观察其呼吸。因为该男子体形有点胖，

晕倒后脖子僵硬无法触摸，所以杨晓君再次对其进行了手

腕处动脉搏动的确认。经过一番观察后，男子开始大喘

气，慢慢对声音有了回应，意识逐渐清醒。此时120急救车

到达现场，杨晓君便默默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起身回家了。

救人后的杨晓君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一如既往地投

入到忙碌的日常工作中，直到9月9日早上，这段路人拍摄

的救人视频在同事间引发热议和点赞，杨晓君救人的义举

才被大家知道。

“救人时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出于自己作为一名医护

人员的本能。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能够帮助到别人，感到非

常开心。”杨晓君说。 （胡珺）

男子街头突然晕倒 路过护士紧急施救

本报讯 9月 10日，安徽师范大学迎来

首位盲人大学生——来自宿州的乔博宇。

在今年高考音乐专业考试中，他以钢琴主项

全省第一的优异成绩被安徽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录取。

乔博宇从小视力就不好，到高中时已至

失明状态。为了自己的大学梦，高三时他一

边学习文化课，一边自学盲文参加高考。除

文化课学习，乔博宇每天还要长时间地练习

钢琴，对于无法通过电子软件转换成盲文的

琴谱，他只能用耳听、用心记。

去年冬天，就读高三的乔博宇第一次踏

入安徽师范大学。“当时挺冷的，但因为我要

面试，穿得比较单薄，一路爬到山上，到达音

乐学院考试地点时，就满身热气了。”回忆起

与安徽师范大学的初次“相遇”，乔博宇深吸

一口气，笑着说道：“就感觉空气很清新，赭

山的风景真的很好。”从此，一颗梦想的种子

在他的心中悄悄发芽。

功夫不负有心人，乔博宇在2021年安徽

省普通高校招生音乐专业统一考试中，以钢

琴主项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安徽师范

大学音乐学院录取，成为了2021级音乐表演

专业（钢琴方向）的一名普通本科生。

“他一直是个比较有主见、性格开朗的

孩子，高考前我们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行

就复读一年。但他坚持自学盲文，让我们放

心。”乔博宇的母亲回忆说。“我也不希望他

被外界过度关注，博宇作为一名学生，我希

望他能自然、平等地融入校园中。”

“在这里，我愿意继续努力，成为一名内

心充满阳光、对社会有用的人！”对于崭新的

大学生活，乔博宇充满了憧憬，他希望第一

次住集体宿舍的自己能够在生活中更加独

立自主；他期待在专业能力上能不断地提

升，做到学以致用。

据了解，暑假期间，校方已提前对乔博宇从前期报到到

后期学习生活给予了全程关注，提前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

案，在宿舍安排、志愿者服务方面给予个性化服务和关爱；

调研相关盲人培养单位，了解掌握盲人培养模式，积极借

鉴；学校出版社给予大力支持，积极联络高等教育出版社

等，提供教材的电子版转成盲文使用，解决教材保障问题；

总务处专门送来床褥，减轻其家庭负担。9月12日，该校音

乐学院党委班子成员、辅导员先后深入宿舍看望乔博宇及家

人，送上贴心慰问和帮扶，全方位帮助乔博宇尽快适应大学

生活，确保他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杨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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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在合肥市肥东县特殊教育学校工作已有三年多

时间。回首这 1000多个日日夜夜，她坚持在干中学、在

学中干，用辛勤的汗水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

用真挚的爱心诠释着一名特殊教育老师的无悔选择。

热爱事业 关爱学生

2017年 9月，杨秀毕业后进入肥东县特殊教育学校

工作，被安排接任培智班最高年级的数学老师兼班主

任。这个班里十名特殊的学生年龄从14岁到21岁，由于

身体的缺陷和认知能力低下，他们难以适应新上任的班

主任，因此对杨秀的到来表现出不欢迎的

态度。

在校领导及多位老师的鼓励下，杨

秀并没有气馁。她认为，作为一名专业

的特殊教育老师，必须拥有坚定的专业

认同感，坚信努力付出终有回报，于是她

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学生们的身上。

杨秀每天都会将所有学生在校发生

的事情记录下来，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然后根

据每一名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对重度智力障碍学生以“偏爱”。学生小钟自理能力

很差，头发一直乱糟糟的。细心的杨秀就送给小钟一把

漂亮的木梳子，让她每天装在书包里，课间时教她扎辫

子。同时，还让她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擦黑板、倒垃圾、

发牛奶等，让她知道自己是班集体的一分子。慢慢地，小

钟感受到来自班集体的温暖，变得越来越自信。

对轻度智力障碍学生以“严爱”。杨秀要求学生小娟

不仅班级里的事情要带头做、做得好，也要教别人做、帮

别人做，还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如少先队员

代表发言、元旦联欢会主持、担任升旗手等，不断提升自

己的能力。

对中度智力障碍学生以“博爱”。班级里最多的是中

度智力障碍的学生，杨秀记录着每个学生的特点，以便做

到个性化教育。学生小虎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杨秀从

其家长那里了解到，他每天晚上会看电视到凌晨两三

点。为此，杨秀不断和其家长沟通，帮助小虎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并开展了保护视力以及合理作息的主题班会，

让学生们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杨秀与学生们真诚相处、严中有爱，学生们最终接受

了她，认为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老师。

潜心耕耘 静待花开

面对培智班最高年级，杨秀意识到残障学生能在九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到“一技之长”，才是未来生存之本。

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杨秀精心谋划、潜心研究，开展了丰

富的职业准备教育课程——生活自理、烹饪、手工串珠

等，提升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杨秀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

情况，针对性地引导训练，尽可能地为学生制定个性化

教育计划，实施职业准备教育。

自理课，针对能力稍好的学生，杨秀手把手地教他们

如何使用扫帚和簸箕、如何把地打扫得更干净等；针对能

力较差的学生，杨秀教他们洗抹布、叠抹布、擦窗，打扫完

卫生后，放置好劳动工具等。平时，杨秀还带领学生们去

社会福利院做义工，通过劳动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烹饪课，杨秀和学生们一起制作蛋挞、烧麦、蛋糕等，

要求学生们将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在家里进行巩固练

习，并反馈到班级群里，以此提升学生烹饪方

面的能力。此外，杨秀还带领学生们去南山

湾开展“学会合作 体验生活”社会实践活

动，让他们从择菜、洗菜、切菜、炒菜、品尝劳

动成果、饭后收拾餐桌、清理垃圾等一系列活

动中去体验劳动教育。

手工课，杨秀和学生们一起串珠、制作工

艺品，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

在她的精心培育下，九年级学生有了很大进步。三年

来，九年级多次被评为“文明宿舍”“文明班级”，今年还被评

为市级“先进班集体”，多名学生被评为县级“三好学生”。

面对取得的成绩，杨秀没有骄傲，更没有停止自己前

行的脚步，她努力钻研教材，大胆改革创新，在校领导和

同事们的关心和帮助下，先后获得安徽省特殊教育优质

课二等奖、安徽省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二等奖、安徽省第

三届微课大赛三等奖、肥东县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

一等奖等荣誉。 （管鹏翔 昂卫明 漆琼琼）

用爱守护“折翼天使”
——记合肥市肥东县第五届最美教师杨秀

护牙爱牙从小做起

在第33个全国爱牙日即将到来之际，马
鞍山市含山县铜闸卫生院在庆广村开展“从小
养成刷牙习惯 一生乐享健康生活”的健康教
育活动。医护志愿者为该村留守儿童讲解护
牙知识，进行口腔检查，培养他们从小养成爱
牙护牙的好习惯。图为9月12日，一名牙科医
生借助牙齿模型为孩子们讲解牙齿保健知
识。 欧宗涛 许圣文/摄

本报讯 近日，来自蚌埠市怀远县的小

伙李兴康在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顺利完成造

血干细胞采集，成为全国第11907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李兴康介绍，2016年自己成为一名无偿

献血者。在一次献血活动中，他通过宁波市

北仑区红十字会的宣传活动，了解到捐献造

血干细胞可以挽救血液病患者的生命，于是

就参加了血样采集，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

2020年 10月，李兴康接到宁波市北仑区

红十字会通知，他的造血干细胞与一名再生

障碍性贫血患者初步配型相符。他毫不犹豫

地表示同意捐献，并取得了家人的理解和支

持，为采集造血干细胞做各项准备工作。

在随后的日子里，李兴康积极配合完成

了高分辨血样检测、健康体检等各个流程。

然而，由于患者病情变化，原本计划在今年 2
月进行的捐献因故中止，紧接着5月的一次捐

献行程也被告知暂缓。尽管如此，李兴康没

有一句怨言，每次都按流程到医院做了一系

列体检，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捐献。

7月下旬，李兴康接到第三次体检准备捐

献的通知，好在这次捐献行程非常顺利。体

检合格后，8月 27日，李兴康在宁波市北仑区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捐献医院

——宁波市第一医院。在连续注射四天动员

剂后，于9月1日正式捐献造血干细胞。

据了解，35岁的李兴康来自怀远县唐集

镇李桥村，16岁到宁波闯荡，如今已在当地成

家立业。单位领导和同事得知他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义举后，也纷纷为他点赞。 （陈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