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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
日，魏都区东大
街道办事处文
会警苑小区，居
民正在共享书
屋阅读报纸杂
志。“十三五”以
来，魏都区持续
实施民生工程，
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加大老
旧小区改造提
升力度，解决居
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的民生
问题，让居民群
众拥有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JIETAN XIANGYI

街谈巷议

为丰富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12月11日下午，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党员志愿服务小分队来到我市东
城区半截河街道办事处橡树湾社区，开展“戏曲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此次活
动为社区居民带来了许昌越调6个经典剧目选段，演员们动听的唱腔、扎实的功
底和精彩的唱段，赢得了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图为演出现场。

许廷合 摄

“我们是参赛团队中平均年
龄最大的团队，我们的参赛项目
能够在 38 个决赛项目中名列前
茅，非常开心！”提起在许昌市第
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中荣
获铜奖，许昌“老妈妈”拥军志愿
服务队负责人、现年 88 岁的袁雪
云告诉记者。

“ 从 1987 年 起 ，我 的 母 亲 就
经常到部队缝缝补补，看到战士
们穿的衣服破了，心里非常难受。
她想，战士们为了地方平安，远离
父母，不能让他们穿着烂衣服为
人民服务。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
有限，于是，她就萌生了成立拥军
志愿服务队的想法。”采访中，袁
雪云的女儿刘英告诉记者。袁雪
云的女儿刘英今年 62 岁，受母亲
影响和感染，她退休后，也加入许
昌“老妈妈”拥军志愿服务队。

1990 年 3 月 ，袁雪云向自己
熟悉的一帮老姐妹说出了想法。
没想到这一想法一说出口，一帮

老姐妹一致赞成。在大家的支持下，许昌
“老妈妈”拥军志愿服务队成立了，规定
每月 23 日开展拥军志愿服务项目，到驻
许部队为战士们缝洗衣服。就这样，一干
就是 30年。

30 年来，“老妈妈”拥军志愿服务队
不断壮大，队员由当初的 10 多名发展到
60 多名。她们大多是已经退休的居委会
干部，平均年龄 65岁。

每月 23 日，袁雪云就带着“老妈妈”
拥军志愿服务队队员，拉着缝纫机、洗衣
机，拿着针线、洗衣粉等，到驻许部队为
战士们缝补衣服、修拉链、拆洗被褥
等。平时，“老妈妈们”经常为战士们
烙油馍、做菜馍，逢年过节，还和战士
们一起包饺子、吃汤圆，以缓解战士们的
思乡之情……

此外，“老妈妈们”还走街串巷宣传
消防知识、到军属家中帮忙，为因病返贫
的退伍军人送米面油、捐款等。有一年，
现役军嫂韩冰家的几十棵果树成熟后无
人采摘，她们就前去帮忙，并把摘下的水
果全部买下，捐赠给福利院。

2017 年春节，烈士杨树鹏的家人来
到许昌，袁雪云携“老妈妈”拥军志愿服
务队队员前去看望，给烈士的儿子买棉
衣、发压岁钱，并对杨树鹏的妻子说：“孩
子，许昌永远是你的家，我们永远是你的
亲人！”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与关怀下，“老
妈妈”拥军志愿服务队 30 年如一日，坚
持不懈地开展拥军活动，所用材料及费
用都是队员们自掏腰包。30 年来，她们
共为官兵缝补衣物 1.5 万多件，修理背包
1 万多个，缝制训练用的沙袋、担架、肩
垫 等 物 品 300 余 件 ，为 战 士 们 送 鞋 垫
6000 余双等。其间，蹬坏了 3 辆三轮车，
用坏了 2台缝纫机。

每次开展拥军活动，袁雪云基本上
是承包了蹬三轮车拉缝纫机的活儿。“现
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我蹬三轮车还行。我
打算一直干，‘小车不倒只管推’，推到
100 岁！”采访中，袁雪云坚定地告诉记
者。

“老妈妈”拥军志愿服务队用一针一
线缝出了拥军情意，缝出了令人自豪的

城市温度，赢得了各级政府及广大群
众的充分肯定。2018 年，“老妈妈”拥
军志愿服务队录制的公益视频《平凡
故事用一生讲完》被全国妇联、中宣
部评为十大暖心故事；今年，“老妈
妈”拥军志愿服务队获得“第五届全
国 119 消防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近
日，中宣部又将“老妈妈”拥军志愿服
务队的事迹发布在“学习强国”平台
上……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丰富项
目内容，计划将现役军属、退伍军人、
残疾军人也列入服务范围，力争为我
市的文明城市创建和拥军工作作出
更大贡献。”袁雪云表示。

许昌“老妈妈”：拥军情怀永不变
本报记者刘晓敏

据报道，2020年12月2日，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不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刘某某
奸淫幼女案，被告人被依法判处
死刑。

尽管罪犯得到法律的严惩，
但留给受害幼女及其家庭的巨大
伤害，已无法弥补。如何保护儿童
不受侵害，是全社会亟待重视和
解决的问题。“女童保护”迫在眉
睫，任重而道远。

笔者认为，对于每一位有良
知的公民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应
该是案件不发生。但要实现这种
理想，两方面工作至关重要：一是
严厉打击犯罪，充分发挥刑罚的
威慑作用，遏制不法分子以身试
法的犯罪冲动；二是做好防范工
作，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对
于广大家长及未成年人来说，后
一点尤其重要。

此外，笔者认为，作为家长必
须摆正心态，要有敢于和罪犯作
斗争的决心。当孩子受到性侵时，
要第一时间报警，不要因面子等
顾虑，让罪犯逃避法律的严惩。由
于工作的原因，笔者发现，儿童性
侵案并不鲜见。令人无奈而难过
的是，当一些家长知道自己的孩
子遭到性侵或猥亵后，不是第一
时间到公安部门报案，而是寄托
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相关部
门，以期达到既能保住面子，又能
让罪犯绳之以法的目的。不难想
象，不通过公安部门，要想把罪犯
绳之以法是何其艰难。

而更令人唏嘘的是，个别家
长甚至为了面子，而选择忍气吞
声。笔者还了解到，男童性侵案并
不比女童少，因此，广大家长应引
起足够的重视。

目前，由全国各地热心公益
的女记者于2013年6月共同发起
的“女童保护”项目，正是对儿童
防性侵工作的大力推动。该项目
旨在增强儿童的自我防范意识，
以及家长对孩子的保护意识，进
而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

2015年10月，我市公益组织
——许昌“草之根”社工中心与

“女童保护”基金总部签约，成立
“女童保护”许昌团队。自此，“女
童保护”项目在我市大力推进。

令人欣慰的是，通过“女童保
护”项目的大力推进，“女童保护”
工作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近
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会同
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依法
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等一
系列文件，进一步织细织密保护未
成年人的法网；各学校也越来越重
视“女童保护”工作，纷纷邀请“女童
保护”讲师到校授课等。

相信，随着全社会的高度重
视，保护儿童不受侵害，应该不太
远。

“女童保护”
迫在眉睫

刘晓敏

“屋里冷不冷？家里还缺什么只管
说。”12 月 12 日，记者到鄢陵县只乐镇崔
庄采访时，驻村工作队正在开展“寒冬
送温暖”活动。在建档立卡户孙有群家
中 ，该 村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马 晓 艳 嘘 寒 问
暖 。“ 你 这 么 忙 ，还 惦 记 着 俺 ，真 是 感
谢！”孙有群看到送来的越冬物资，感动
得连声道谢。

今年 3 月,马晓艳来到崔庄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和
工作队攻坚组成员深入贫困户、田间地
头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村情村貌，研究
制订村里的工作规划和年度脱贫计划，
以及每户的帮扶计划、脱贫规划，使该
村党建阵地建设、农业生产、文化娱乐、
基础设施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

“老第一书记驻村以来，在精准扶
贫上下真功，千方百计让村里发生了很
大变化。”马晓艳说，“我手握接力棒，不
忘初心，为崔庄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作出新的贡献。”马晓艳暗下决心，要在
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俯下身、沉下心，从

群众所盼、所想和遇到的困难、问题出
发，从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小事做起。

为了进一步开拓“两委”班子成员的
思路，马晓艳组织村干部、党员代表到先
进社区、村参观学习，制订村年度脱贫规
划，今年积极争取扶农项目资金 70 多万
元，为村里建设扶贫车间，帮助群众实现
了家门口就业。此外，马晓艳还积极争取
各项扶贫政策支持，帮助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贫困户能享受到的政策，应享尽
享；为符合条件的群众代缴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贫困户家中有残疾人的，协调残
联入户办理残疾证，使他们能享受到残
疾人护理补贴。

“马书记来了以后，整颗心都交给了
崔庄，每时每刻都在为村里群众着想。”
采访中，崔庄村党支部书记武国平告诉
记者，为增加贫困户家庭收入，村里设置
了弱劳力人员村级公益性岗位，为贫困
户家庭进行“六改一增”。马晓艳与村“两
委”班子成员一起，多方筹集资金为贫困
户新建卫生间；为改变村容村貌，积极为

村里协调价值 3 万余元的环卫垃圾
桶、保洁车等。贫困户常献宝在马晓
艳的帮助下，家养羊从原有的 10 只
发展到将近 30 只。为帮助他的羊卖
个好价钱，马晓艳为常献宝的羊做网
络代言，联系当地商户高价收购。

“实施乡村振兴既要富百姓的口
袋，又要富百姓的脑袋，让广大农民
乐起来，精神焕发起来。”马晓艳说。
今年“七一”前后，该村组织全体党员
升国旗、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开展
义务劳动等；九九重阳节，该村还举
办孝善文化节,为全村 80 岁以上的老
人举办饺子宴，评选好媳妇、好公婆。
一系列活动，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文化
自信，提振了精气神。

“下一步，我将与驻村工作队、村
‘两委’班子一起，开阔思路、盘活资
产，通过更多的渠道，提升集体经济
收入，让群众都过上好日子！”马晓艳
满怀信心地说。

马晓艳:把初心镌刻在脱贫一线
本报记者孔刚领

“ 老 伙 计 ，好 久 不 见 ……”12 月 12
日，记者来到曾经蹲点两个月的禹州市
苌庄镇杨圪塔村。刚进该村杨周葡萄
合作社，正在葡萄园里组织冬灌的合作
社负责人杨周便放下手中的铁锹，紧走
几步拉住记者的手，连声问好。

“大冬天，葡萄园还需要浇灌吗？”
记者有些不解。

“前几天下的雨小，葡萄冬季管理
是关键。冬灌很重要，浇个透墒让它们
安全越冬。”站在葡萄园里，记者的采访
渐入正题。

“ 受 疫 情 影 响 ，不 少 行 业 不 太 景
气。可咱的葡萄还算丰收，咱这个红乳
葡萄无公害、品质好、甜度高，吸引了不
少客商和游客。”杨周高兴地说。

“赚了多少钱，能透露一下吗？”杨
周拿出计算器，开始算起来：土地承包
金、化肥、工人工资等费用，每天卖葡萄
的收入有多少……

“对你不保密。去年可以说是大丰

收，除去成本净挣 20 万元。”杨周乐呵呵
地说。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只知道
赚了钱，没想到这么多。”杨周说，“看起
来高效农业‘钱’景不错，还得继续扩大
种植规模。”

“临近年尾，我大概盘点了一下，俺
这个‘贫困村’里喜事真不少！”该村党支
部书记杨新华告诉记者，豫征农业合作
社观光农业渐入佳境，村里高标准农田
改造紧锣密鼓进行着。最值得庆贺的
是，通往杨圪塔村的大桥已经开始建设，
村民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杨圪塔村过去是个贫困村，2015 年
以来，禹州市审计局、禹州市委组织部、
禹州市公安局等组建驻村扶贫工作队,
精准施策，2016 年年底该村成功脱贫。

“我们要积极实施‘党员创业带
富’工程，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确保贫困群众脱贫不返贫，一起
致富奔小康。”杨新华告诉记者，“现
在的杨圪塔村凝聚力空前，党员和群
众团结一致。党支部一号召，群众就
响应。”

采访结束时，记者看到，杨圪塔
村的田野里，不少村民正在撒化肥，
这里是村集体规划的药材种植基地，
土地耕耙之后，即将种植中药材。“乡
村振兴，农村群众是主力军，发展集
体经济，群众是受益者。我们要在实
干中坚定信心，激发群众主动发展的
动能，和广大群众一起在泥土里书写
新时代的中国梦。”杨新华信心满满
地说。

“贫困村”里喜事多
本报记者孔刚领

“我只是在尽儿媳、妻子、母亲的
责任，荣誉对我来说不重要。”12 月 11
日，记者来到禹州市小吕镇罗庄村采
访时，前不久荣登“许昌市乡村文明
榜”的好媳妇白改霞谈及此事，显得很
平静。 该村村干部告诉记者，白改霞
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孝媳、贤妻、良
母，她 15 年如一日，用实际行动传承
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走进白改霞的家，只见住房还是
20 年前盖的平房，很简陋。白改霞的
丈夫王培强智商不高，现在做保安工
作；婆婆刘梅兰现年 67 岁，有 30 多年
的精神病史；公公王石头因脑梗导致
偏瘫，多年来生活不能自理。白改霞
还有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在读小学。就
是这样一个家庭，白改霞咬紧牙关，用
柔弱的肩膀为家撑起一片天。

2005 年，白改霞嫁进这个家，就默
默地为这个家任劳任怨地奉献着，担
起照顾婆婆的职责，每天天不亮就起
床、煮饭，白天干活儿，晚上回家洗衣
服，缝缝补补。无论每天多忙多累，白
改霞都坚持为婆婆喂水、喂饭、洗澡、
梳头、理发、捶背、剪指甲，从不厌烦。

2016 年 5 月，白改霞原本身体健
康的公公王石头因脑梗住院。看着她
跑前跑后不停歇，白改霞公公同病房
的病友以为她是老人的女儿，白改霞
公公逢人就感动地说：“我早就把她当
成自己的亲闺女了！”

婆婆精神失常，公公瘫痪在床，坚

强的白改霞独自担负起照顾、护理公
公婆婆的全部责任，清理大小便、揉
肩捶背、洗澡擦身的日常护理她都亲
自 动 手 ，从 不 因 为 是 儿 媳 而 有 所 顾
忌。为了让公公呼吸新鲜空气，白改
霞省吃俭用买来轮椅，推着公公外出
晒太阳；她怕公公生褥疮，就坚持每
天为公公擦洗身子、按摩。

“只要公公婆婆活着，俺家就还
是一个完整的家，我吃点儿苦、受点
儿累也心甘情愿。”白改霞说。多年
来，为照顾卧病在床的公公和精神失
常的婆婆，她很少走娘家，偶尔回去
一趟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每次看
着老母亲恋恋不舍的表情，她的心中
就有说不出的愧疚。

采访中，该村村干部又一爆料让
记者惊讶：白改霞公公有一胞弟王石
俊，孤身一人。善良的白改霞毅然承
担起了赡养老人的责任。老人患病，
她精心照料，端饭、喂药，照顾得无微
不至，把自己的一片孝心真诚地奉献
给叔叔，直至 2017 年 7月叔叔逝世。

“现在政策好，没有过不去的坎
儿。在大家的帮助下，俺家的日子一
天比一天好！”白改霞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希望。“我总想着，不管多苦，为
了这个家，我要好好坚持下去。”白改
霞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保持着乐观
与勤劳，用朴实无华的行动，谱写了
一曲孝老爱亲的赞歌。

白改霞：柔肩挑重担 孝爱美名传
本报记者孔刚领

“从 12 月 8 日到 11 日，我和团队
其他几位讲师一天也没有休息，先后
去了许昌市湖滨路小学、许昌新区实
验学校、建安区灵井镇贠庄小学，4 天
时间讲了 63 节课，共为 3437 名学生讲
授了儿童防性侵安全知识。最多时每
人每天讲 5 节课。”12 月 12 日，记者和
许昌“草之根”社工中心党支部书记、

“女童保护”许昌团队志愿者讲师薛玲
取得联系时，她刚结束建安区灵井镇
贠庄小学的讲授，听起来声音嘶哑，疲
惫而快乐。

作 为 一 名“ 女 童 保 护 ”志 愿 者 讲
师，薛玲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的孩
子和家长尽早听到儿童防性侵安全知
识课，让更多的儿童掌握防性侵知识，
让更多的家长引起重视，更好地履行
监护责任。

现年 57 岁的薛玲是一名退休职
工，自 2016 年，她通过考试成为“女童
保护”志愿者讲师后，便一直奔走在

“守护童年”的道路上。4 年来，她先后
走进 100 多所学校，授课 362 节，2.2 万
名学生受益。

“以前从媒体上看到儿童遭遇性
侵的报道后，除了愤怒以外，不知道可
以做些什么 。”薛玲告诉记者。2015
年，许昌“草之根”社工中心和“女童保
护”基金总部签约开展“女童保护”项
目后，她就不顾自己年龄偏大、记忆力
差，果断报名参加培训。经过刻苦学
习，她成功取得讲师资格证。

2016 年 4 月 7 日，在禹州市夏都学
校大礼堂内，薛玲第一次登上讲台。

“当时，共有 100 多名学生听课，快上
课时一看下面黑压压的人头，我就不
由得紧张起来。但当我抛出话题提
问、孩子们积极回应时，我一下子被孩
子们的热情所感染，就不再紧张了。”
薛玲回忆道。

课后，一位老师恳切地对薛玲说：

“你讲得真是太好了，我们也一直想
给孩子讲讲防性侵方面的知识，但不
知如何开口，怕讲不好会给孩子造成
心理阴影。你们这样讲，非常好！”

学校老师的高度评价深深鼓励
着薛玲，从此，每次团队开展讲课活
动，她都积极参加，从未间断。4 年时
间里，薛玲几乎每周都要参加授课活
动，有时一周 5天都在授课。

为使“女童保护”项目走进偏远
的贵州，受总部委派，薛玲还曾于 11
月 26 日带队，远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到独山县实验小学、狮
山希望小学等 8 所小学为孩子们讲授

“爱护我们的身体”儿童防性侵安全
知识。“这次授课收到了良好效果，赢
得了学校老师们的好评。孩子们听
课很认真，许多老师也到现场听我们
讲课，这让我再次认识到普及儿童防
性侵安全知识的重要性。”薛玲表示。

“对于儿童防性侵工作的认识，
目前一些家长仍存在一些误区，比如
男童不会遭遇性侵、性侵会针对大点
儿的孩子、性侵孩子的人大多是陌生
人等，其实不然。希望广大家长进一
步提高认识，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
薛玲担忧地说。

为方便更多的人了解儿童防性
侵安全知识，2019 年 1 月 15 日，“女童
保护”基金总部安排薛玲到许昌市健
康路小学讲课，并请专人为薛玲全程
录像，将视频上传至网络。广大家长
可以关注“女童保护”微信公众号，线
上观看儿童防性侵课堂实录。“希望
我们的付出和努力，能够为孩子们营
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薛玲表示。

志愿者薛玲：用实际行动“守护童年”
本报记者刘晓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