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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再苦再累也没关系。”这是江西吉安

市万安县涧田乡麻源村村民姚文慈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朴

实无华，却见心见肝地表达出他对

家人的挚爱之情。

如今，在麻源村，一提起姚文慈

的名字，街坊四邻都会竖起大拇指

啧啧称赞。面对别人的称赞，姚文

慈总是不好意思地说：“这些都是

我应该做的。”十多年来，他和妻子

默默付出，让原本支离破碎的家庭

重新美满，日子也过得幸福热闹。

他们待病重的叔父如生父，待 4 个

侄子侄女如亲生，用自己的言行诠

释着家庭顶梁柱的担当，用人间大

爱彰显着血脉相融的挚情，用人间

真情续写着骨肉情深的感人故事。

2019 年 5 月，姚文慈家庭获评全国

“最美家庭”。

突遭变故，大家庭支离破碎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两年间，接二连三、突如其来的变

故，使原本和谐美满的大家庭变得

支离破碎，朴实憨厚的姚文慈遇到

了一道道难过的坎。

2008 年、2009 年，姚文慈的父

亲、二哥、三哥在两年内突发疾病先

后去世，平静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

阴霾之中。面对家庭的巨大变故，姚

文慈夫妻二话没说，默默地挑起了

整个大家庭的重任，将年迈的母亲、

一个长年需要人护理的患有哮喘的

大哥、因二哥三哥去世后两位嫂子

出门打工而成为留守儿童的 4个侄

子侄女全部接到家中照顾。原本就

紧巴巴的日子从此更加窘迫，但再

苦再难，他们从未缺过孩子们一口

饭，少过孩子们一件衣，更未减少过

对老人的孝心。

穿衣、洗漱、喂饭、按摩……母

亲患病期间，夫妻俩轮流服侍老人。

为了让母亲更有胃口，夫妻俩费尽

了心思，总是为母亲做她喜爱吃的

饭菜，尽心尽力地照顾好老人，直到

2017年 6月老人去世。

而对待长年需要人护理的大

哥，姚文慈也从来没有嫌弃过。在他

看来，能成为一家人就是最大的缘

分，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不管是贫

穷还是富有，这份浓浓的亲情断不

了。生活虽然艰辛，但在他们的用心

操持和细心照料下，这个大家庭散

发着满满的温情。

挑起重担，用爱温暖一家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姚文慈夫

妻俩默默地承担着，竭尽所能地撑起

了这个特殊的大家庭。然而，命运并

没有就此停止对这个家庭的考验。

2013 年，妻子张珍梅 70多岁的

叔父张继化因脑积水住院，孤身一

人的老人身边没有人照顾。姚文慈

便主动跟妻子提出要去医院照料叔

叔。出院后，姚文慈干脆把老人接回

自己家中，精心照料。

2015年 7月，叔父病情加重，姚

文慈夫妻俩放下家里所有的活，带

着叔父来到离家 70 多公里远的县

城住院治疗。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姚

文慈一直守在病床前照顾叔父，妻

子则一个人在家里操持家务。

2017 年 11月，叔父的病再次复

发，姚文慈急忙带着叔父到县城人

民医院做手术，又是守在叔父病床

边照料了近一个月。经过两次手术

治疗，加上夫妻二人的细心照顾，叔

父的病情逐渐好转，已从曾经的卧

病不起到如今能够生活自理。

十多年来，夫妻俩每天的时间

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像个陀螺一样

转来转去。他也曾在累到无力时感

觉无助，但他从未放弃过，他说：“我

是家里的顶梁柱，再苦再累都不能

倒下。我也不会不管他们，因为我们

是一家人。” （下转2版）

大爱彰显血脉相融的挚情
——记全国“最美家庭”姚文慈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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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位身边好人入选11月“中国好人榜”
新华社成都 11 月 28 日电

（记 者 杨迪 王迪）中央文明办

28 日在四川省宜宾市举办全国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

活动，并发布 11 月“中国好人

榜”。103位身边好人光荣入选。

入选的身边好人中，有创办

“学生之家”、34 年义务陪伴千

余名孩子度过欢乐童年的八旬

老人李楚民，有旅游路上勇救

12 名车祸伤者的“硬核大爷”卜

庆平，有坚守“5 元理发店”、诚

信服务邻里 20 年的林以忠，有

34 年巡路 21 万多公里的“马路

养护状元”李爱龙，有 31 年精心

照顾 8 位长辈、孝感一方的谢照

乾……一位收看网络直播的网

友留言：“致敬身边好人！坚守岗

位，不忘初心！”

活动现场，主持人通过现场

访谈，讲述了几位全国道德模

范 、身 边 好 人 的 感 人 故 事 。同

时，为宣传贯彻《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新时代爱

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活动现

场还向全社会发出“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担当民族

复 兴 大 任 的 时 代 新 人 ”的 倡

议书。

近年来，中央文明办每月在

一个城市举办一场月度中国好

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并

通过中国文明网、人民网、新华

网、光明网、央视网、央广网进

行 网 上 直 播 ，迄 今 已 举 办 186

场 。中 国 文 明 网 还 通 过《好 人

365》专栏，每天讲述一位中国

好人的精彩故事，累计阅读量

突破 22 亿。

“你抖落人生的仆仆风尘，平

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你守

护最初的那份热忱，忠诚担当，铸

就工匠精神……不必多想也不用

去问，就在身边把心灵温润……”

11 月 28 日上午，一曲唱响新时

代主旋律的歌舞《最美中国人》

拉开了 11 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

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四川·宜宾）现场交流活动的序

幕。本次活动由中央文明办主

办，中国文明网、四川省文明办、

中共宜宾市委、宜宾市人民政府

承办，四川省历届全国道德模

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

者，中国好人代表以及来自宜宾

市的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代表

等应邀参加。

善心汇聚，涤荡心灵。当天，

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酒都剧场

里座无虚席，光彩炫目的舞台

上，一段段视频短片，一场场现

场访谈，一个个文艺节目再现了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感人事

迹，他们散发出的璀璨的生命光

华，让现场的观众热泪盈眶并以

热烈的掌声向美德善行致以永

恒的敬意。

美德善行传递人间大爱

随着代表着中华文明源源不

竭的三江之水共同汇入启动仪，

2019 年 11 月中国好人榜正式揭

榜，全国共有 103 人（组）荣登 11

月中国好人榜。榜单上，一个个中

国好人用汗水书写了责任和担

当，用善良和美德留下了一串串

闪光的脚印。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传递的

是人间大爱。活动现场，以视频短

片和访谈的形式再次带领观众走

近他们，品读他们的故事，感受他

们闪光的心灵，倾听他们真切的

感悟。

陈国辅是雷锋同志生前的战

友，也是雷锋入伍时的接兵人。

1962 年，当他得知雷锋牺牲的消

息后，红着眼眶立下誓言，要将雷

锋没有做完的事业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

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以后只

要身体条件还允许，我还会继续

做下去。”说一句话只要一秒钟，

而完成这句话却要一辈子。如今

已经 92岁的陈国辅，还依然用双

手温暖着许多需要关爱的孩子。

50 多年来，他先后发动全县 300

多家企业，捐款 260余万元，扶助

546名贫困生跨进了大学校门，挽

救了 46名违法失足青少年，关爱

帮扶 52 名孤残儿童的生活和学

习，同时也影响带领着更多的人

加入到学雷锋的队伍中来。

冰霜虽染两鬓白，岁月难改

济世心。像陈国辅一样，好人们用

滚烫的心无怨无悔地奉献着善良

和仁慈，他们不负时光，不忘初

心，用实际行动做好新时代正能

量的守望和接力。

自 2008 年以来，中央文明办

通过中国文明网在全国开展“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每月

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个类

别，发布“中国好人榜”。截至目

前，中国文明网重点宣传展示了

6.8 万余名候选人的先进事迹，发

布“ 中 国 好 人 榜 ”130 期 ，推 出

13552 名“中国好人”。同时，精心

打造的月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

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

交流活动，已累计举办 186 场全

国示范性活动。各地举办不同层

面、不同形式的互动交流活动累

计超过10万场。

道德的光辉闪耀四方

身着灰色大衣，面带灿烂的

笑容，梳着高高马尾的潘远香坐

在轮椅上缓缓地来到舞台中央。

在上台前，现场的志愿者心疼她，

想要把她背上舞台，但被潘远香

笑着拒绝了。她的笑容中透着坚

定：“我一定要自己‘走’上去，要

把我的坚强和乐观传递给更多的

残疾朋友，希望他们坚强乐观，努

力打出属于自己的胜仗。”

潘远香 3 岁时因一场医疗事

故造成下肢萎缩，从此只能用双手

爬行的她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励

志创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

间，受到过怀疑，但更多的是好心

人的帮助。为了不辜负好心人的

期许，创业初期的她每天只睡四

五个小时就起来干活，用汗水甚

至泪水把一笔笔债务冲得越来越

薄，却将诚信砌得越来越厚。在最

困难的时候，她欠了几十万元的

债，当时是一家家地去借，然后再

一家家地去还。多年来，潘远香依

靠勤劳的双手和诚信的口碑，不

仅还了债务，还扩大了养殖规模，

更成为了当地脱贫致富的带头

人，帮助周边的父老乡亲致富。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

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活动现场

的大屏幕上一轮轮地播放着身

边好人的感人故事，他们中既有

热心善良，多次救人于危难的

“中国好人”欧道奇，又有带着双

目失明的父亲去上学和工作的

“中国好人”、四川省第五届孝老

爱亲道德模范韩天学；既有让石

头开花，带领父老乡亲一起奔小

康的时代楷模王家元，又有退休

后培育竹荪新品种的黄文培；既

有拾金不昧诚信处事的刘蓉，又

有在偏远山区带出一支威震川

南女子学生篮球队的范钦刚……

这些好人，升高的是一座城市的

精神海拔，滋养的是一方沃土的

道德根脉，凝聚的是中华民族的

文化之魂。

尊崇礼遇温暖好人

在璀璨的舞台上，伴随着欢

快的音乐，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获得者陈国辅、中国好人

代表黄祖军、郭良才、四川省第六

届道德模范获得者黄文培、袁怀

强、张霞家属一同上台接受礼遇。

长期以来，宜宾市高度重视对道

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嘉许、尊崇、

礼遇，2018年出台了《宜宾市奖励

礼遇帮扶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若

干规定的实施办法》，除了礼遇道

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还从资金、就

学助学、医疗保健、慈善救助、社

会保障、就业培训、法律援助、志

愿服务等方面进行帮扶。

“善待他人，关注公益，做助

人为乐好人！惩恶扬善，匡扶正

义，做见义勇为好人！求真务实，

恪尽职守，做敬业奉献好人！以诚

立身，重义守诺，做诚实守信好

人！尊老爱幼，厚以待人，做孝老

爱亲好人……”活动现场还向全

社会发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的倡议书。“中国好人榜”

主题旗帜由宜宾市传递给下一届

承办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的湖北

省襄阳市，寓意着旗帜飘扬，道德

在传递。

活动在《好人就在身边》歌舞

表演中圆满地结束了，但现场观

众的内心却久久地充盈着浓浓的

暖意，这些好人的故事将继续激

励着人们不忘初心，向善前行。

（图片由王宇摄）

沐浴道德光辉 汇聚文明力量
——11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四川·宜宾）现场交流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胡桂芳

◎我国第四代煤

炭地下气化技术成功

应用

◎全国超1亿人加

入网络互助计划“相互

宝”一年已救助1万多人

◎70个新药被纳

入医保目录 多个重磅

国产创新药在列

◎国家移民管理

局：全国各省级政务平

台全部开通出入境证件

身份认证服务

◎国道京漠线漠

河段通车 漠河市直通

北京

◎专家：让青少年

远离烟草和电子烟是控

烟的关键

本报讯（罗园）善行四

川，德耀米易。2019 年 11

月四川好人榜发布仪式暨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

交流活动于 11 月 28 日晚

7点30分在攀枝花米易县

文化广场举行。来自四川

各地的 30 名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代表齐聚米易，

与市民朋友们共同见证

11 月“四川好人榜”的出

炉，传承和发扬生生不息

的精神文明力量。

活动由四川省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

米易县委、米易县人民政

府、精神文明报社承办。活

动通过四川文明网、新华

社现场云等平台进行全程

直播，成都、泸州、广元、南

充、巴中、资阳等各市（州）

文明网也同步直播。

此次入选的11月四川

好人有 30 名，他们当中

有：扶贫一线躬耕不息，身

兼数职的“第一书记”余海

涛；奉献青春三十载，助彝

村村民实现脱贫致富梦的

张志芬；13年悉心照顾瘫

痪父亲，用行动诠释了“久

病床前有孝子”的范秋兰；

临危不惧勇救落水村民的

六旬聋哑老人吴天成；30多

年如一日，扶助弱势群体，

资助贫困学生的贾芝华；面

对十万现金不为所动，拾金

不昧的仁钦让布……现场

通过展板、视频短片、文艺节目、访谈

等形式，从多个角度展现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的先进事迹。

近年来，米易县始终把公民道德

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之一，树立公民道德典型，

不断丰富活动载体，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以

争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排头兵”为目标，持续推进米易县

公民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更上

新台阶。全县通过开展春节、元宵节

的灯会等特色活动，满足群众文化生

活需求；以文明村镇（社区）、文明单位

等各种创建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讲文明、树新风”活动；

以弘扬雷锋精神为主题，开展社会志

愿服务活动，提升公民道德素质。

此外，树立道德模范典型，在全

县持续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推荐评选活动，截至目前，涌现出四

川省道德模范1人，中国好人2人，四

川好人 21 人，攀枝花市道德模范 5

人，攀枝花市道德模范提名奖 8 人，

攀枝花好人 27 人，县级道德模范 34

人，米易好人 23 人。如今，全县形成

了尊重道德模范、学习道德模范、关

爱道德模范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加快

建设“阳光、激情、活力、生态”米易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为

“英雄攀枝花再出发，阳光康养地谱

新篇”贡献米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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