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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日中午，雨后初晴。煤山街道西东社区幼儿园里一
片温馨欢快的气氛，此时，西东社区居委会组织社区 70岁以上
的老人正在这里欢度重阳节。老人们高兴地品尝着水果、甜点和

丰盛的午餐，还领到了一双棉鞋，心情都格外舒畅。大家都异口

同声地说：“感谢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怀，也感谢居委会一直

的牵挂，素云这些年可没少为咱老年人办好事，前年发的是棉

衣，去年发的电热毯，今年又发了一双棉鞋，这闺女可真是个好

干部。”老人们所说的“素云”，就是西东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

副主任李素云。重阳节组织慰问社区高龄老人、困难群众，李素

云已经坚持了许多年。

作为西东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李素云情系民

生，心系群众，时时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不怕吃亏，不怕受累，只要群众需要，她都能第一

时间赶到，尽己所能为群众排忧解难，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

的工作作风、优异的工作成绩，赢得了居民们的信赖和尊敬。今

年 10月 9日，在平顶山市文明委下发的《关于表彰 2021年度平
顶山市“乡村光荣榜”先进人物的决定》中，李素云获得“好党员”

荣誉称号。

“一个党员一面旗，党员奉献在社区。”李素云经常说：“作为

社区最基层的工作者，心系社区居民不应该是一句空话，而是要

落实在具体行动上，用真心、真情去为居民办实事，为社区健康

发展出力流汗，才能赢得大家的欢迎和拥护。”

为了巩固“双创”成果，李素云每天清晨，都早早赶到居委

会，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检查督促“双创”工作，一项一项地抓整

改、抓落实。她始终守在创建工作一线，看到有乱贴广告的,坚决
上前制止。走在大街小巷，发现不良宣传品及时清理。社区里经

常看到她加班的身影，对此好多人都不理解，问她到底是图什

么？而在她看来，只要能更好地巩固来之不易的创建成果，加点

班也是值得的。

为丰富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感、满意度，李

素云始终把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工作的努力方向，切实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上下功夫，先后建起了图书室、电教中心、健身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健身

文化场所，还组织成立了党员文艺宣传队、巾帼铜器队、老年戏曲表演队等

文娱表演团体，经常在社区居民中表演宣传中华孝道、传统美德、热爱祖

国、奉献社会等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节目，为社区居民营造了健康、文明、和

谐、温馨的生活氛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李素云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不分昼夜

参加社区疫情排查、宣传、上报工作，在社区各个路口设卡点全天值班，一

直坚守岗位，哪里发现情况就立即赶去处置，协助社区医生做好外地返乡

人员安全隔离备案、监督，为社区筑牢了疫情防控安全防线。她还发布了志

愿者招募公告，引导组织郝亚楠、赵胤涵等 14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各防疫
卡点、重点场所，协助社区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值班值守、登记返汝人

员等工作。

社区内的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困难群众，一直是李素云关注牵挂的对

象。逢年过节，她都会到他们家中慰问，并自己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表达

对他们的亲切关心。今年 5月，社区 6组居民张民建的儿子突患疾病，一家
人陷入着急之中，她听说后，立即到家里了解病情，并推荐联系到郑州医院

治疗，还拿出 500元现金，鼓励张民建一家树立信心，战胜病魔。随后，又在
社区党员群、工作群中发起了爱心捐助，当她把爱心捐款送到张民建手中

时，这名高大魁梧的中年汉子激动得眼眶泛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没有过多的语言，有的只是埋头苦干的激情。李素云用实际行动表明

了服务社区的坚定决心，用满腔热忱赢得了社区群众的喝彩，用务实重干

书写了基层干部的担当，用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和对党的无限忠诚。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毛远恒

“7月 20日洪涝灾害以后，我们
村有好几个自然村的道路、桥梁、自来

水管道、村民房屋受损，在市里、镇里

的领导下，灾后恢复重建正在紧锣密

鼓进行，哪一户村民的生产生活得不

到恢复，我都心里不安生啊！”10月 18
日上午，趁着天刚刚放晴，大峪镇大峪

村党支部书记颜庆喜又在张罗着恢复

集中安置村民房子建设的事儿。

“时间不等人啊，马上天冷了，眼

看着房子主体都建好了，这些天老是

下雨，耽搁了好些工期，想早点建成让

群众搬进去，免得大家伙儿挨冻。”颜

庆喜说。

从 2012年任村主任，2020年 7月
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0年来带着父
老乡亲过好日子，颜庆喜最大的感悟

是：“要实打实为群众办实事，有一份

力就出一份力，群众自然就拥护你。”

大峪村共 1400多口人，仅自然村
就有 11个，最远的自然村离村部有 2
公里多山路，最小的自然村只有 15户
村民。遇到特殊情况，颜庆喜时常骑着

电动车甚至翻山越岭走着过去解决村

民遇到的难题。

2020年初，疫情防控刚开始那阵
子实行封闭管理。大峪村有大路口 8
个，小路口 16个，沟沟岔岔哪儿都可
以穿越，这给封闭管理带来了不小的

麻烦。并且大峪村连着大峪镇，大峪镇

区还居住有 200余户外来户，有做生
意的、有在外工作的，更是封闭管理的

难点。

面对点多面广的复杂防控形势，颜

庆喜将全村的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

子、志愿者按自然村分布成工作片，驻

守各个自然村，实行 24小时值班严守。
“后半夜是值班人员最容易打瞌睡麻痹

大意的关键时候，为了防止大家瞌睡，

同时也考虑到天冷有人肚子会饿，我经

常拿着手电筒一个自然村接着一个自

然村转悠，也捎带着给他们送点吃的东

西，经常是转到夜里两三点。”

在有一次巡逻中，他发现一些自

然村的村民夜里趟河沟翻山越岭到大

峪镇某超市买东西。发现这一现象后，

颜庆喜带领村干部及时劝导了村民们

的私自外出购买行为，并加强对该超

市的监督管理。同时，让每个自然村的

党员干部及时统计村民的生活需求信

息，统一组织车辆带着介绍信前来镇

区为村民集中购物。

在封闭期间，颜庆喜敢于碰硬，所

有拿着介绍信或者求情电话打过来

的，都被他挡了回去，因此他还落下了

“死眼书记”的绰号。对于这个绰号，他

笑笑说：“说我死眼就死眼吧，只要是

为了群众生命安全的事儿，咱一点也

不能马虎。不过后来大家都认可我了，

支持我工作的人也很多。”

工作上一是一、二是二，对待群

众，颜庆喜却是热情有加。“你能给群

众办点事就踏踏实实给办成，不拿群

众一分钱，不吸群众一根烟。”

今年 7月 20日山洪爆发前夕，按
照大峪镇党委政府的统一安排，颜庆

喜带领村组干部提前对村域内的河道

进行安全排查和清理，“村辖区有 4条
河流和好几条山沟，我们用挖掘机、铲

车、大货车对河道清淤，干了好几天。

山洪来后，我们的挖掘机、铲车、大货

车就在附近待命，随时清理淤塞的桥

眼和河道，所以洪水来后，咱们村没有

一个村民生命受到威胁，都提前安全

转移了。”

暴雨过后，百年不遇的山洪导致

部分通往自然村的道路、桥梁冲毁，通

信不畅，水电不通，群众的生活受到严

重的影响。颜庆喜立即联系并配合相

关部门，两天内便恢复了所有自然村

的电力供应，5天内恢复了供水，还及
时组织人力和车辆进行街道清淤、恢

复交通，到 7月 26日，11个自然村都
基本恢复了交通和正常的生活。

汛情连着疫情，在抗洪救灾刚刚

稳定下来，村民们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的关键时刻，疫情防控工作又骤然吃

紧。大峪村迅速成立了 11个疫情服务
站和 4个临时党支部，组织在家的党
员、预备党员、积极分子、青年志愿者、

村民代表组成值班小组在站点 24小
时值班，对进出车辆及人员进行管控。

于是，在弯弯的山道上，每天都能

看到颜庆喜骑着电动车、带着电喇叭

走街串巷宣传疫情防控工作，发动村

民及时接种疫苗。封闭管理期间，部分

群众的生活受到影响，他带领村组干

部为村民代购生活物资，给困难家庭

送粮送菜。对于车辆无法到达的地方，

他带领党员干部身背喷雾器深入村组

消杀。

村里有 6户孤寡村民，住的是年
久失修的土墙瓦房，此次持续强降雨

导致房屋受损严重，颜庆喜提前动员

他们妥善安置。“有一户村民没地方安

置，我就让他搬到村部居住，在这住了

两个多月。”为了让这 6户村民得到最
终妥善安置，颜庆喜跑前跑后，依靠灾

后重建专项资金建设集中安置房，目

前主体即将完工。

“蛤蟆沟组有 800米的生产道路，
东坡组有 500米的生产道路，东湾组
有 2.5公里的生产道路，吴洼组有 1.5
公里的生产道路，都需要修成水泥路，

让群众走着更得劲。”颜庆喜一直念念

不忘。

除了这些，他还没有忘记在艰苦的

自然条件下，尝试发展集体经济，让乡

亲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些，“去年村集体

养的 20箱蜂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
蜜蜂死得很多、损失惨重，另外我还在

计划着鳄鱼龟养殖、羊场牛场项目，30
亩软籽石榴去年 4月都栽上了，利用东
沟汝窑遗址发展乡村旅游项目也有点

眉目了，哪一个项目弄成，都对村里对

群众有好处，只要踏踏实实干，都会有

所收获的。”谈起未来，颜庆喜眼里放着

光。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十八年如一日伺候不能生活自理的婆婆和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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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庆喜：实打实为群众办事儿

10月 18日上午 11时，多日的秋雨过后，天刚刚放
晴，一轮丽日绕过起起伏伏的山梁，透过参差交错的枝

叶，照耀在大峪镇范庄村许窑组一户普通的农家小院，使

得持续阴冷的院落如春天般一样温暖。

“娘，今儿天晴了，日头也出来了，外边可暖和了，我

推着你去门口晒晒日头吧。”说话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

人，此刻她正弯着腰跟轮椅上另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大

声聊着。“忍，我也觉着身上怪暖和的，原来是天晴了，门

口坐坐也中，这些年可劳累你了。”“说啥呢，娘，照顾你都

是俺应该的。”

这两位老人亲密而自然的举动，一定会让不熟悉她

们的人误认为是母女俩。其实她们是婆媳关系，头发花白

的老人是 66岁的儿媳李忍，轮椅上的老人是她 96岁的
婆婆王兰英（如右图）。

照顾两位亲人的重担压在身上

2003年，78岁的王兰英因路滑摔了一跤，导致左腿
骨折，由于人上了年纪身体恢复慢，老人在床上一躺就是

半年。“那半年，我天天给我婆婆端茶倒水、端饭洗脚，直

到她身体恢复。”儿媳李忍回忆说。

刚过了 5年，到了 2008年，年事已高的婆婆又患上
了高血压，不久脑出血又住进了医院。此后，她的身子骨

越来越差。2014年，老人再次突发脑出血，出院后完全失
去了自理能力。

就在李忍跑前跑后照顾瘫痪婆婆的时候，她的老伴

高建设在 2014年突发脑梗住进了医院，虽然经过医院的
奋力救治，捡回了一条命，但落下了偏瘫的后遗症。之后

她的老伴又多次住院，身体每况愈下。2016年之后逐渐
失去了任何意识。

家庭的接连变故，亲人的相继病倒，照顾两位亲人的

重担就压在了李忍身上。之后，李忍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

自家门口。

照顾两位亲人使她没有离开家半步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他们有空

也都过来帮我照顾他们。但咱想着孩子们都成家了，领一

个家也不容易，所以尽量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况且自己身

体还行，就一个人照顾他们吧。”李忍说。

就这样，在还算宽敞的窑洞里，他们三个人一起生

活。她的身边，右边是坐在轮椅上的婆婆，左边是躺在床

上的老伴，哪个都需要她的视线一刻也不敢离开。

婆婆每天早上能吃三个鸡蛋，还能喝小半碗稀饭，中

午爱吃大肉饺子，且一顿能吃将近 20个，晚上还能再喝
一碗稀饭；老伴则需要顿顿喝稀饭。婆婆还好点，虽然双

眼已经失明，但饭喂到嘴边会自己张口吃；老伴因为几乎

完全失去意识，需要她一只手用两根手指撑开他的嘴，再

一点一点把饭喂进嘴里，还要防着被稀饭呛着。

除了这些，两位亲人的大小便更是让李忍一刻也不敢

马虎。“两个人都用着尿不湿，特别是孩他爹，一天一夜需要

换 10来个尿不湿。”
平时婆婆饿了或者哪里不舒服了，就会直接喊她的名

字。躺在床上的老伴只有饿了，才会忍不住地哼哼。“我每天

都是这样，伺候两个人都吃完饭，再洗洗刷刷，又该做下一顿

饭了。”

夜晚，对于李忍来说，更是难熬的时候。两个人一不

小心就把屎尿弄得被子及床单上到处都是，需要隔一两

个小时查看一遍；有时老伴一不小心还会翻滚到床下。这

样常常折腾得她晚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白天还得继续

打起精神照顾他们。

在她的精心照顾下，她的婆婆虽然双目失明、不能行

动，但意识还很清醒，特别是把儿媳的名字记得清清楚

楚，对儿媳的声音也一听就能辨别出来。记者注意到，她

的婆婆能够正常回答别人的问候，她的丈夫虽然躺在床

上较少动弹，但脸色红润。

她成为全村人竞相学习的身边模范

18年来，李忍用她的任劳任怨、默默付出、朴实无华

的孝老关爱亲人，耳濡目染地影响着身边的后辈子孙，也

成为他们竞相学习的身边模范。

李忍的两个儿子高世杰、高延杰，开办有小型羊

场，种的还有农田，但一有空就会回到老家替母亲照

顾两位老人。她的两个儿媳何翠玲、李晓利也是一有

空就跑回来，看到老人的便盆里有大小便，就不声不

响端出去倒掉。

李忍老人如今已是四世同堂，大孙子高帅印在新疆

解放军某部服役，“孩子每星期都给家里打电话，除了关

心我的身体外，问的最多的是他老奶奶、爷爷的身体，每

次都要跟他老奶奶通电话。在家里也是天天端屎端尿守

在身边。小孙女才 9岁，就知道给她老奶奶端尿盆了。”李
忍说，这是最感欣慰的地方。

“我经常来俺婶子家玩，常看到婶子给两位老人喂饭

的情形，说实话，在婶子家很受教育，所以我很喜欢来这

里玩。”在李忍的侄子、村干部高建生眼里，婶子是一位了

不起的模范老人。

“李忍嫂子是我们全村人学习的模范，能做到 18
年如一日，真是不容易。她的事迹全村人都知道，好多

过门的媳妇都来她家学习过。平时天气好，她只要推

着老人去门口玩，都会有很多村民过来陪她们说话。

我们村现在出了这样的好媳妇，这是我们村的骄傲，

我们将继续把这种好的家风发扬光大。”村党支部书

记马延涛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