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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何雯 李海铭）
5 月11 日，新邵县寸石镇南岳村
活动中心“新人”云集、热闹非
凡，一群身穿曳地婚纱的“新
娘”和笔挺西装的“新郎”让整
个活动中心“蓬荜生辉”。原
来，该县“圆梦行动”公益摄制
组正在帮该村 45 岁以上的中老
年人免费拍摄结婚纪念照和全
家福。

摄制组免费为圆梦者化妆、
提供婚纱和汉服两套服饰，并赠
送绢丝挂画纪念品。从未拍过婚
纱照的爷爷奶奶们再做“新人”有
些紧张，摄制组一边耐心地指导

他们摆姿势，一边鼓励他们缓解
情绪，幽默风趣的话语逗得在场
的群众开怀大笑。每对“新人”都
可拍摄多组照片以供挑选，每位
老人、每个家庭都能选到自己最
喜欢、最满意的纪念照。拍摄现
场热火朝天，来往群众络绎不绝，
村活动中心和文体广场上一片欢
声笑语、幸福和美的景象。

能美美地拍上一张结婚纪
念照和全家福，是许多老人共同
的心愿。新邵县妇联驻南岳村
工作队和该村“两委”积极行动，
联系“圆梦行动”公益摄制组，帮
助该村 20 余对中老年夫妻实现
夙愿。

摄制组的志愿者小李“咔嚓
咔嚓”忙得不亦乐乎，一边抹着额
头上的汗珠一边说：“看到爷爷奶
奶们绽放出开心的笑容，我觉得
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没想到
一张小小的照片也能给大家带来

满满的幸福快乐，我一定要把这
张幸福照片继续传递下去。”

公益摄制让乡村老人圆梦

小照片满载大幸福

邵阳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芳奎 王梦洁） “感谢税务局的领导，真是太感
谢你们了！”5月10日，洞口县花古街道长龙村80岁
的老党员肖云平对送来爱心捐款的国家税务总局洞
口县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连连道谢。

长龙村是洞口县税务局的驻村帮扶点该局副局
长王华担任驻村第一书记。4月23日上午，王华在
与村民聊天时得知，肖云平老人的砖瓦房在雷雨中
倒塌了。

肖云平的两个儿子先后因意外去世，如今与老
伴杨桂兰相依为命。王华急忙拨通村党支部书记唐
文菊的电话，约他一起去探望肖云平夫妇，并当场捐
赠了200元钱。同时，王华向局党委报告了此事，
又在该局的工作群发出捐款号召。当天下午，洞口
县税务局7名干部代表赶到村里，将3100元爱心款
送到两位老人手中。次日，陆续又有税务局工作人
员和其他爱心人士为肖云平夫妇送来3000元的爱
心款。

“我们还将开会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计划，
通过相关扶贫政策争取资金，帮两位老人彻底解决住
房问题。”王华表示，对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工作队
会投入百分百的责任与爱心，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爱心百分百 助老渡难关

5月5日，记者收到隆回
县周旺镇群胜村文田1组寒
门学子陈番丽寄来的一封求
助信。信中称，她现就读于
隆回二中高中部 687 班，成
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但
因为父亲中风、母亲多病，她
面临着随时失学的困境。

“爸爸当年打工患病时
我才 8 岁，还在读小学三年
级。去年我初中毕业，顺利
考上了让人羡慕的省重点中
学——隆回二中……爸妈为
送我进县城读书，已倾尽一
切努力，借遍所有亲戚朋
友。下学期已无处可借了，
现实的困境逼得爸妈只有忍
痛割爱，要我放弃学业。”陈
番丽在信中写道：“我渴望学
习，很想圆大学梦，家里没钱
要我辍学，可我还想读书！”

据了解，陈番丽的爸爸
陈杨红现年 55 岁，7 年前突
患脑溢血中风，后经抢救虽
保住了性命，却已丧失劳动
能力。陈杨红患病后，妻子周开红就成了家里的顶
梁柱，但也身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每天拖着病体照
顾八旬老母亲，护理病中的丈夫。

“目前我们全家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妻子在村里
当保洁员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但我每个月药费差
不多要1000元。因为我的病需要靠一种进口药治
疗，无法在医院买到，所以也无法报销。”陈杨红说，
家里被纳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女儿每学期学费减免
后只要600元到800元，但每个月600元左右的生活
费让家里不堪重负。

群胜村妇联肖主任告诉记者，陈番丽家确实比
较困难，村里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帮扶，不仅为其
母周开红提供了公益性保洁员岗位，还为其父陈杨
红申请了每个月100元左右的残疾人补助。

“陈番丽这个孩子一直很上进，学习成绩也很优
秀，这次期中考试她又考了班上第一名。”隆回二中
高中部687班班主任廖老师说，学校按照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标准，对陈番丽的学费进行了相应减免，还
在上学期为她申请了1500元的国家励志奖学金。

“我很感谢村干部和学校老师的全力支持，但因
为家里确实太困难，希望能有爱心人士帮我一把，让
我能继续读书。”陈番丽说，如果有人愿意帮助她，她
将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回报爱心人士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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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听到那无助而又渴望的呼唤，我
的心就在微微颤抖。只要这种呼唤还存在，
我就不会停止公益路上的脚步。”市社会福
利院儿童心理咨询室负责人李梅表示。

李梅从小聪明伶俐，爱打扮，会打扮，
是大家公认的“摩登少女”。长大后，她成
长为一名有学历、有事业的“都市丽人”。
然而，家庭的熏陶和个人的追求，让她远离
城市的灯红酒绿，一直披荆斩棘行进在公
益事业的崎岖小道上。

“我的双腿一长一短，怎么办？”

4月10日，李梅再次来到谢海明家，为
这名曾因病瘫痪的公交车司机做康复按摩。

“妹妹，你快来看看我的腿，两条腿的
长短好像真的一样了！”年近五旬的谢海明
好像知道李梅当天要来一样，早早等在门
口兴奋地说。

激动得又哭又笑的谢海明，3年前因在
岗位上突发脑溢血，曾被医院诊断为“一辈
子也难以站起来的人”。

2016 年，躺在病榻上的谢海明不仅全
身无法动弹，而且右腿渐渐比左腿短了整
整5厘米。“我的双腿一长一短，怎么办？”上
有老下有小的谢海明捶着床铺痛哭失声。

当年夏天，身为市社会福利院康复保健
师和民建邵阳市委会会员的李梅在民建邵
阳市委会老工委主任肖百中的陪同下，专程
来到谢海明家，为他开展义务康复治疗。

近三年来，李梅时常利用双休日和下
班时间上门为谢海明做康复按摩。如今，
谢海明不但重新站了起来，而且能比较自
如地上下楼梯，生活已基本能够自理。

“她不但帮助我儿子康复身体，还经常
资助我们全家渡过难关。在我们全家人心
目中，她真就是一名天上飞下来的仙女！”
谢海明的母亲充满感激地说。

“一个人走得更快，但一群人走得更远。”

在李梅成为邵阳有名的“爱心大使”
“热心仙女”后，慢慢地，身边常有人邀她
“组团一起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一个人可能走得更快，但一群人会走
得更远。”基于此想法，李梅与几名有识之
士共同发起，以双清区、北塔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为依托，成立了“心缘”婚恋家庭咨
询服务中心。目前，已有近百市民加入到
该中心志愿者的行列。

2018 年上半年，李梅在湖南大学在职
研究生毕业以后，更是一门心思扑在公益
上，成立了邵阳市普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担任中心主任，发展志愿者360名，并担任

邵阳市家庭和谐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组织
会员开展活动5000人次。

“走上公益道路后，我努力去获取多种
社会资质。截至目前，我已经顺利获得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
助理社会工作师、康复保健师、危机干预师
等证书。”李梅说，“我获得这些资质的目
的，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能更专业地服
务需要帮助的人。”

2017 年，李梅被民建湖南省委会评为
“社会服务先进个人”。

“长大后，我要变成你！”

2018年8月16日上午，9台爱心车辆鱼
贯驶入市民政局联点扶贫村——城步苗族
自治县汀坪乡金童山村。当天，李梅组织
37名志愿者，将爱心物资和“志在普惠，助
力扶贫”手拉手公益活动送进了这个美丽
的苗乡山村。

一到村里，大家顾不上喝一口水，直奔
活动现场。根据事先分工，分别布置场地、
摆放凳子、安排物资……每名志愿者都尽职

尽责，力求把每个细节都做好。当地一名村
民感慨道：“瞧你们这群城里人，干起活来比
我们这些乡下人还利索，真不简单！”

当天，李梅及一名医务志愿者冒着瓢
泼大雨，携带一种特制药膏赶至村民易必
先家中，为他上药治疗，并表示如有药效，
可以为他长期提供药膏。71岁的易必先3
年前因在山上砍柴时腿部感染细菌，一直
未得到有效治疗，导致双腿溃烂、毫无知
觉，不能正常行走，被评定为二级残疾。

感受到李梅等志愿者的浓浓热情，易
必先握着李梅的手久久不放。老人身旁12
岁的孙女挽着李梅的手，坚定地说：“阿姨，
长大后，我要变成你！”

“从事公益事业以来，我听到过太多感谢
和感激的话，但这句话最为打动我。”李梅坚
定地表示，“我们每一名志愿者都只是星星之
火，关键是要形成公益事业的燎原之势。”

李梅：“爱心丽人”公益路上坚定行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邵阳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吴艳红 赵武超） “农村地区驾驶员安全意识较
弱，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希望大
家在驾驶摩托车时，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佩
戴安全头盔，确保平安出行……”5月10日，新邵县
交警大队联合该县严塘社区“两站两员”工作人员，
利用赶集时段开展摩托车“戴帽工程进村”宣传劝导
活动，现场对各位摩托车驾驶员进行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中，民警与“两站两员”工作人员劝导摩托
车驾驶员256人，发放摩托车安全头盔100顶。下一
阶段，该县将以“畅行安全路、幸福奔小康”活动为契
机，持续在全县413个村和社区开展摩托车“戴帽工
程进村”宣传劝导活动，促进摩托车驾驶员养成良好
的佩戴安全头盔出行意识，降低农村摩托车交通事
故风险。

头盔送进村 摩托安全行

人生美丽在奉献。作为新时代“都市
丽人”的李梅，远离灯红酒绿，毫不犹豫地
将许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帮助城乡弱势群体
摆脱困境上。在她的辛勤付出下，瘫痪的
谢大哥重新站了起来，深山的苗家小姑娘
立志“长大后我要变成你”……奉献，可以

让一个家变得温馨，可以让一个社区变得
团结，可以让一个地方变得和谐，可以让一
个国家变得强大。

习近平总书记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
动100周年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青
年要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善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
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的身上感受道德风
范，从自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为，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追
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让
清风正气、蓬勃朝气遍布全社会！”

我们身边的公益人李梅，正是一个放
弃个人享受努力提升自身人生品位的人。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美丽，是奉献出来的！

人生美丽在奉献
袁光宇

▲志愿者为村民免费拍摄全家福。

▶李梅对“问题
儿童”进行心理疏导。

▲李梅（右二）在
参与婚恋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