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05版）就像在悬崖上拉绳子，不能没
力气了就随便放手，还得坚持下去。”2017
年底，夫妻俩在悬崖上捡垃圾的视频《你少
扔一次垃圾，他们就多一分安全》被网友们
频频点赞。

（七）用双脚书写精彩人生的无臂青年
——吴晓凡，男，29岁，涪陵区增福乡永红
村居民

3岁时，吴晓凡不
慎触电失去双臂。多
年来，他坚强乐观、克
服重重困难，学会用双
脚做家务、写字、敲打
键盘，自食其力、娶妻
生子。2008年，他开始
人生第一次创业，养了
3年兔子却遗憾失败。
2010年6月，积累不少

养殖经验的他办起养鸡场，开始大规模养殖
土鸡。2012年产值达45万余元，实现利润
7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户。2013
年，在党委政府支持下，他发起成立重庆艾
树畜禽养殖股份合作社。5年来，在合作社
辐射带动下，合作社成员从4户发展到15
户，养殖规模也从3万多只扩大到8万余只，
实现产值500余万元。今年，中央电视台
《向幸福出发》栏目专门请其录制节目。

（八）填补中国乐器无低音空白的民族乐器
改革家
——何夕瑞，男，73岁，荣昌区昌州街道板
桥社区居民

何夕瑞读书不多，
年少时为生计而学了
木匠。但是，他对音乐
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对
乐器更是情有独钟。
无论多么艰辛困苦，他
均在乐器制作方面执
着地钻研。50年来，何
夕瑞刻苦钻研，深入多
个原始森林寻找制作

提琴的木材，最后选定荣昌泡桐、江津枫木、
城口土漆、秀山桐油为主材，先后发明了何
氏三圆琴、古琴增音桌、腰开窗二胡、渝派何
氏古琴、钟鼎琴。其中，何氏三圆琴被誉为
世界第二把小提琴，也是中国第一把小提
琴，填补了中国民族乐器无低音的空白。

（九）建设美丽乡村的“民间河长”
——何波，男，28岁，重庆响水滩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法人，重庆市首位民间河长

何波从小在合川
区 三 庙 河 边 长 大 。
2015 年，为照顾生病
的父亲，何波放弃主城
的工作回到戴花村，在
三庙河响水滩沿岸建
起 300多亩“太空莲”
荷花池。回乡创业后，
看到被生活垃圾污染
的三庙河，十分怀念儿
时在清澈河水中抓鱼

的日子，他便开始给三庙河沿岸乡亲们普
及河水防污知识，自掏腰包买来投影仪播
放环保宣传片，发动大家在响水滩河段清
污捞渣。2017年5月，我市全面推进河长
制后，他自愿成为我市第一个民间河长，义
务负责三庙河余家滩至响水滩约两公里的
河段。成为河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
搬走了河边好几吨垃圾堆，又发动村里的
年轻人帮助村民架起竹栏，对家禽进行圈
养；并利用农闲将村里的污水改道，方便集
中处理。乡亲们也被何波感动，纷纷加入
环保志愿者队伍，夏天划着船清理漂浮物、
冬天穿着橡胶裤下河打捞污泥，三庙河响
水滩段变得干净清澈了，何波的农业园也
通过种植荷花、售卖莲子，带动了当地村民
脱贫致富。

（十）调解邻里矛盾传递正能量的新乡贤
——陈久述，男，49岁，永川区临江镇隆顺
村居民

陈久述是重庆市
优秀人民调解员。他
是个农民，但他却并不
普通：写得一手好字，
是远近闻名的养殖能
手，更是享誉乡里的调
解能人。他古道热肠、
乐于助人，49年人生路
上，帮助过的人早已数

不清；十年人民调解员，他调解矛盾纠纷
700余件，帮助上千村民化干戈为玉帛；
主持乡贤评理堂，在一年半时间里，写下
132首打油诗，每首诗背后都蕴含一个调
解故事，关乎夫妻矛盾、邻里纠纷、损害赔
偿……他提笔写下的打油诗，能化干戈为
玉帛，传播与人为善、邻里和乐、尊老爱幼
的正能量，促进美丽乡村和谐发展。

（十一）义务赡养盲婆婆的“金牌师傅”
——陈昌永，男，48岁，重庆广电网络公司
开州分公司渠口站站长

陈昌永当了7年
乡村邮递员，做了20
年广播电视线路安装
维护工，几乎跑遍了
小镇的每一座山头。
他每天都要骑着摩托
车，从开州城区到渠
口上班。由于工作出
色，单位多次想把他
调回城区，却都被他

回绝，因为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广播站里的
盲婆婆周胜英。今年82岁的周胜英因患
上青光眼而致盲，6年前，无儿无女的周胜
英丈夫去世，从此孤苦伶仃。常到老人家
维修的陈昌永得知后，便把她带回广播站
义务赡养。为照顾好盲婆婆，陈昌永的母
亲也主动来到渠口，帮助料理盲婆婆的一
日三餐。在陈昌永和家人照顾下，盲婆婆
身体逐渐好了起来，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也
时常上门关怀慰问，老人家的精神状态也
越来越好了。

（十二）投身乡村振兴的民营企业家
——李则民，男，72岁，长寿区云台镇人，
重庆清迈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则民出生在
长寿区云台镇一个
农民家庭，上世纪80
年代，他迎着改革开
放的浪潮，从农村走
向城市，在建筑行业
打拼40多年，积累上
亿元资产。2012 年
2月，回乡祭祖的李
则民发现家乡土地

撂荒现象严重，心中久久不能释怀。
2013年，他响应国家三农政策的号召，毅
然带着半辈子积蓄回到云台镇八字村，
流转土地林地6500亩，想用余生在家乡
打造一片绿色生态的“清迈良园”。5年
来，他吃在乡村、住在乡村，昔日荒芜的
山地变为层层叠叠的耕地，“清迈良园”
也已初具规模，建成了1000亩的全市乡
村振兴试验田，成为全市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示范标杆，辐射带动种养殖大户
40余家、提供固定就业岗位120余个、增
加当地就业村民年收入1.8万元/人。他
还捐款100多万元用于乡村学校、乡村
公路等公益设施建设。在他的带动影响
下，大片撂荒的土地被回乡创业青年流
转，用于发展现代农业。

（十三）钻研出脚手架行业标准的高空
工匠
——杨德兵，男，48岁，重庆永和建筑工程
公司职工，党的十九大代表

杨德兵是一名
架子工，在这个看似
普通的技术岗位勤
勤 恳 恳 工 作 了 30
年 。 从 18 岁 到 48
岁，重庆主城每个区
都有他参与修建的
建筑。虽然是一个
普通建筑工人，但杨
德兵从来没轻视这

份工作，通过虚心请教、认真总结，他迅
速掌握了脚手架的搭设方法、程序和安
全操作规程。为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知
识，他不断加强学习、潜心钻研，不仅获
得架子工高级技师资格，更钻研并编写
出一套包含安全管理制度和脚手架拆搭
技术的《脚手架搭拆手册》，被建筑行业
广泛推广学习。从业以来，他主持参与
的脚手架搭拆工程均保质保量、效率高，
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十四）践行新时代强军目标的“擎旗手”
——封宇恒，男，28岁，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
二支队五中队士官长

他是中国武警十大
标兵士官。入伍10年，
凭着一股冲劲，他在练
兵场上冲锋向前，见第
一就争、见红旗就扛，是
敢打必胜的铁血“武教
头”。凭着一颗恒心，他
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
勤思践悟学理论，成为
武警重庆总队首个军政

兼通，上得了比武场、走得上演讲堂的双料
“金牌教练”。他真情带兵、以情化兵，像兄
长一样关心着他的兵，是知兵爱兵的兵心凝
聚者。他常年在部队，对家人亏欠，但他却
说：“守好了‘大家’，就是守好了‘小家’。既
然选择了这身军装，就选择了无悔的奉
献”。他先后被表彰为全军优秀“四会”政治
教员，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一等奖”、武
警部队“百名优秀士官”称号，荣立二等功2
次、三等功3次。

（十五）与居民心连心的片儿警
——高万禄，男，57岁，渝中区公安分局上清
寺派出所民警

他是渝中区嘉西村
社区家喻户晓的爷爷辈
社区民警。20 年来，
2308 户居民的大事小
事，都成了他的自家事：
居民房屋漏水、社区老
人开不了门禁，邻里纠
纷，哪怕跑10趟也从未
抱怨过；失踪30年归来
的居民想重新办户口，

他忙活一年也不放弃，总是尽心竭力为群众
解难事、做好事、办实事；他用平凡到极致的
工作，让上千邻里对他有了亲人般的信任，
社区七旬老人执意托他代管20万元养老金
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一段佳话。他说他做工
作用的是笨办法，可他却在笨办法中独具匠
心，面对老旧社区治安状况动态复杂、顽症
突出的问题，他着手成立联勤联控领导小
组，组成近60人的联勤联控队伍，开展各种
巡逻防控5000余人次、调解纠纷257次，社
区的侵财案件发案同比下降42%。他把踏
踏实实为民服务化作照亮百姓幸福生活的
一盏明灯，他的事迹被中国警察网、国际在
线等20多家媒体广泛报道。

（十六）将法治阳光撒入无声世界的手语
律师
——唐帅，男，33岁，重庆鼎圣律师事务所创
办人、律师

唐帅出生在聋哑
人家庭，经历了无数成
长磨难，长大立志成为
让聋哑人士畅通无阻
沟通的使者。为更好
地帮助聋哑人，唐帅于
2006 年考取了手语翻
译证，并协助重庆公、
检、法部门沟通处理聋
哑人案件上千件。后

来，他发现聋哑人违法犯罪大都因为不懂
法，他便决定学习法律，为他们提供手语
咨询、生活帮困、法律咨询及普法服务。
2012年，他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成为一名
律师。2016年，为更有效地服务不在重庆
范围内的聋哑人群体，唐帅打造了名为

“帮众”的微信公众号，以此构建聋哑人与
律师便捷的无声对话渠道。到目前为止，
唐帅已为聋哑人提供线上线下咨询服务
超过10万人次，涉及聋哑人遍布全国30
多个省区市。

（十七）带伤上阵荣立一等功的95后消防
战士
——曾令华，男，22岁，北碚区消防支队城东
中队班长

作为重庆市消防总队唯一荣立一等功
的95后，他面对灾难勇往直前，伤痛打不
垮、大火挡不住、危险难不住。入伍4年来，
先后参与灭火救援 800 余次、社会救助
1600余次、抢救疏散被困群众100余人，创

造了抢险救援零失误
的骄人战绩。2018年
3月，在第二届东盟地
区城市应急救援消防
运动会上，他默默承受
父亲因病去世而未能
尽孝的沉重打击，在确
诊左膝盖轻微骨裂、大
腿肌肉重度拉伤的情
况下，以优异的成绩夺

得60米肩梯登楼操、楼层火灾内攻操两
项第一，为中国消防、重庆消防争得殊荣，
并荣立个人一等功。他将一等功奖金1万
元捐出，与战友们共同捐资成立“北碚消
防扶弱济困爱心基金”，帮扶资助辖区困
难群众。

（十八）69年接力传承爱国精神的父子
——程绍光，男，已故；程祖全，男，49岁，黔
江区城东街道下坝社区居民

程绍光1923年10
月 28日出生，饱尝了
社会的苦难，从小对革
命先烈就有着崇高的
敬意。1949年 11月，
黔江建起烈士墓，程绍
光自愿当义务看护
员。1951 年，程绍光
毅然参加志愿军赴朝
作战，妻子帮他接着看

管。1956年，程绍光回到家乡后，又继续
义务看护陵园，还将46名烈士的英雄事迹
整理成册，为前来陵园祭奠的群众宣讲，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直到2007年病逝。他的
儿子程祖全从小耳濡目染，被烈士的精神
深深感染，在父亲病逝后，接力守护这片陵
园，并继续完善烈士事迹，成为第二代义务
守墓人，至今已有11年。现在，程祖全抽
不开身时，他的子女也主动担起看护责
任。一门两父子，以69年看似平凡实则不
易的坚守，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

（十九）献身大凉山教育事业的“格桑花”
——谢彬蓉，女，47岁，忠县新立镇狮子村
人，空军某部退役军人，高级工程师

她在内蒙古偏远
地区服役20年，2013
年自主择业回到重
庆。2014 年，她离开
舒适温暖的家，前往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的教学点做一名支教
志愿者，先后在海拔
3000多米的西昌市附
近的一所民办彝族学

校、美姑县瓦古乡扎甘洛村支教近5年。她
克服大凉山条件艰苦、交通闭塞、教育基础
较差等困难，用心教孩子们识字算题，让他
们养成文明习惯。经过漫长努力，谢彬蓉的
学生里，10个毕业生中有7人继续读初中。
她把爱和温暖传递到彝族同胞的心里，在民
族团结的大家庭里守望相助，让孩子们都能
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用支教这种无私的大
爱，助力凉山彝村的精准脱贫。今年，她获
评中宣部、退役军人事务部“最美退役军人”
称号。

（二十）单腿撑起温暖幸福家的残疾妇女
——廖良琼，女，47岁，奉节县汾河镇大坪
村居民

廖良琼小时候因
意外造成右脚三级残
疾，后与胡先国成婚，
育有3个子女，家庭虽
清 贫 却 幸 福 美 满 。
2006 年 8 月，厄运降
临，胡先国因意外造成
高位截瘫，坚强的廖良
琼用孱弱的双肩拖着
仅有的一条腿扛起了

家庭的重担。每天起早贪黑，勤爬苦做，用
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抚养孩子、照顾丈
夫。靠着这份坚韧，12年间，廖良琼艰难地
拉扯着三个孩子，无怨无悔的照顾着丈
夫。2016年7月，廖良琼发展起了土鸡养
殖，2017年，全年养鸡800多只。2018年
再次养殖土鸡800多只，又修建了羊圈养
殖山羊，日子越过越红火。目前，廖良琼家
庭已从远近闻名的贫困户成了脱贫致富的
先进典型，夫妻二人用仅有的一条腿迈向
了幸福之路。在他们的带动下，周边的几
个贫困户主动寻求产业发展，争取早日实
现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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