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模范学习 与榜样同行

图为近日拍摄
的部分患者在康民
中医院康复室进行
恢复训练遥该院系一
家以中医康复为特
色的综合中医院袁是
城乡居民和城镇职
工医保定点医院袁院
内配有引导式生物
反馈训练系统尧言语
吞咽诊疗系统尧上下
肢功能训练器尧手功
能组合训练箱等现
代理疗设备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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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早逝袁家境贫寒袁在政府和学校等方面的关心
帮助下袁才得以继续在校学习曰他心存感激尧自立自强尧刻
苦学习袁在各类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袁多次被学校评
为野三好学生冶野优秀学生干部冶袁连续三年被评为赣州市
野三好学生冶 噎噎他就是现就读瑞金一中高一的学生袁新
近被评为省野新时代好少年冶的郭宁华遥

家境贫寒袁生活艰苦
郭宁华 10 岁那年袁他的父亲被诊断患有癌症袁经过多

方治疗仍未能挽回父亲的生命遥为了给父亲治病袁母亲已经
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袁还欠下了不少外债遥郭宁华的母亲
文化水平低袁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遥 为了生计袁母亲
被迫外出打工袁赚得微薄的收入还债和养育两个孩子袁这点
收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遥 他的家可以说是家
徒四壁遥 墙壁是裸露的砖块袁没有粉刷遥 房间只有一张床和
一张做作业用的桌子袁床上的被子单薄破旧噎噎

每当开学的时候袁是郭宁华最难的时候遥他不敢来学
校报名袁因为他交不上学费袁更交不起伙食费遥 每次换季
的时候袁是郭宁华最尴尬的时候袁因为他没有合身的衣服
穿遥正值青春期的他长得快袁衣服的袖子才穿一个季就短
了袁裤子也短得露出了脚踝袁但懂事的他一次也没有向母
亲开过口要买新衣服袁因为他知道家庭的困难遥他最怕下
雨袁因为他只有一双鞋子袁哪怕弄湿了袁也要一直穿着遥 在
家的时候袁即便是冬天他也穿着夏天的拖鞋袁双脚经常被
冻出冻疮袁疼痒难耐遥

心存感激袁自立自强
郭宁华比同龄孩子都要懂事遥 在别的孩子还在父母

怀中撒娇之时袁他己经有了野一家之主冶的样子遥 寒暑假期
间袁他一边学习袁一边还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遥 早早地起
床读书学习尧烧火尧做饭尧洗衣服尧打扫卫生尧挑水尧砍柴尧
下地里锄草种菜噎噎他什么活儿都能干袁 完全是一个小
大人遥他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庭重担遥他在学校留守住
校期间袁其他同学还在担忧怎么洗衣服尧怎么换被子时袁
他早已驾轻就熟地完成一切遥 然后默默地帮助同学一起
打扫卫生袁整理寝室内务遥 他所在的寝室袁因为有了他做
榜样袁内务检查从未有过任何不合格记录遥

郭宁华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袁每个学期袁他总是努
力赚得一等奖学金来减轻妈妈的负担袁 把仅有的一点零
花钱省下来买学习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遥感恩家庭袁也感恩
社会遥只要他在家里袁邻居孩子们就会纷纷找他请教学习
问题袁因为他总是很热心地进行指导遥 在学校袁他对待同
学也非常热情大方遥连一次饮料都没有买过的他袁在每年
的野春苗活动冶中捐款却最多遥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院野感
谢政府给了我资助袁感谢学校减免了我的学费和生活费袁
感谢老师经常给我买营养品和生活用品袁 感谢同学经常
热心帮助我遥虽然我失去了父亲袁但却得到了这么多人的
帮助和鼓励袁我只有努力学习袁将来才能回报所有帮助过
我的人袁回报国家袁回报社会遥 冶

勤奋好学袁品学兼优
妈妈常年在外打工袁 郭宁华就成了无人照顾的留守

孩袁他便选择了留守住校遥每当周五看到家长们来学校接
孩子回家袁他总是静静地留在教室做作业袁只把自己的小
心思留在日记里遥

虽然家境贫寒袁郭宁华却从不妄自菲薄遥他勤奋好学袁
追求上进遥 在他的课桌上袁贴着一句座右铭院野业精于勤荒
于嬉袁行成于思毁于随冶遥 学校每天早上六点二十组织住校
生跑步锻炼袁不论寒冬还是酷暑袁他一定会是在六点前第
一个到操场的人袁他想在跑步前抓紧时间背诵课本遥 周末
晚上袁学校一般都会安排留守生看电影袁他却独自在教室
安静地学习遥 为了节省时间袁他中午从未午休过袁学习太累
了便练字来放松遥 他不仅会及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袁还
经常超前学习袁下课后经常拿着书本追着老师问问题遥 晚
上寝室熄灯后袁他借着楼道的灯光在室外坚持学习遥

正是因为他的勤奋好学袁 他几乎每个学期的成绩都
是年级第一袁今年 9 月袁郭宁华更是取得了总分 752 分的
高分遥 他连年被学校评为野三好学生冶野优秀学生干部冶袁连
续三年被评为赣州市野三好学生冶遥 他兴趣广泛袁打乒乓
球尧下棋尧书法尧主持噎噎样样精通遥 他还积极参加校内外
各种活动袁 并在各类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遥 2018-
2019 学年袁 获得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赣州赛区三等奖曰
2019-2020 学年袁 获得红色故事大赛三等奖曰2019-2020
学年袁 学校物化生综合知识竞赛一等奖袁 数学竞赛一等
奖袁英语演讲比赛一等奖遥 大大小小的奖项尧荣誉数不胜
数袁奖状贴满了家里的墙壁遥

为 宣 传 瑞金 尧
展示新气象袁我市不
断挖掘红色旅游资
源袁向游客推荐新的
游览线路袁开展古街
古道徒步体验及春
耕模范赠旗等活动袁
让广大游客更加了
解红色故都尧感受城
乡变化袁发扬红军精
神袁 传承红色基因遥
图为近日游客在武
阳镇与当地群众参
加春耕模范赠旗大
会体验活动遥

陈超 刘阳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在逆境中奔跑
要要要记瑞金一中学生尧省野新时代好少年冶郭宁华

邓小银袁泽覃乡五龙村村民袁
皮肤黝黑袁 老实憨厚遥 最近几个
月来袁他多方打听工友下落袁在得
知工友去世袁且其父母不在世尧也
无妻儿的情况下袁依然没有私吞
工友的 14922 元工资袁 而是联系
到工友的兄弟并将工资归还遥 2
月 5 日上午袁 记者在泽覃五龙村
委会采访了邓小银遥

据了解袁邓小银长期在海南
做建筑工人袁如今已有十几年了袁
前不久他刚从务工地海南省澄
迈县回来遥 工友中有个人叫徐井
根袁是乐平人袁年龄将近 50 岁遥大
约是去年八九月份袁 徐井根突然
感觉身体不舒服袁于是就近到务
工所在地的乡镇卫生院治疗遥 经
医院诊断其肺部积水袁他又来到
海口市几家医院治疗袁但都没有
治好遥

眼见几次治疗都没有好袁徐
井根就与老板和工友们道别袁踏
上了回家的行程遥 从此袁 两人就
再也没有联系上遥 几个月前袁老
板将徐井根的部分工钱给了邓
小银袁 要邓小银转交给徐井根遥

徐井根回家的时候只领了部分
工钱袁 剩下未领取的部分还有
14922 元遥

邓小银想着院 一定要把钱交
给徐井根遥此后袁邓小银多次拨打
徐井根的联系电话袁 得到的都是
野你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浴冶曰邓小
银想到 野是不是徐井根的手机欠
费了呢钥冶他往徐井根的手机号码
充了 100 元话费袁 最终还是没办
法打通遥这时袁他找到本村的杨明
和明星村的李春平袁 让他们一起
来帮忙寻找遥 杨明和李春平都是
红都救援大队队员袁 李春平同时
还加入了红都义工联合会袁 两人
平时热衷于做好事袁 并且与全国
各地公益组织也有联系方式遥

杨明尧 李春平首先通过一个
名叫野让爱回家冶的全国性公益组
织找到乐平乐益行动公益协会袁再
由协会寻找徐井根的信息遥乐平乐
益行动公益协会经过调查了解袁发
现徐井根因病去世袁而且徐井根多
年单身袁没有妻儿袁父母也不在了袁
家里最亲的人就是三个哥哥遥

了解到徐井根的不幸身世袁

邓小银潸然泪下遥 作为同在他乡
打工多年的工友袁 邓小银和徐井
根亲如兄弟袁如今徐井根去世袁他
又没有父母妻儿了袁 这 14922 元
工资该怎么处理呢钥 邓小银想到
徐井根还有三个哥哥袁 是徐井根
最亲的人了遥 他立即联系乐平乐
益行动公益协会的志愿者袁 请他
们找到徐井根哥哥的联系方式遥
在联系到徐井根三个哥哥后袁邓
小银提出要把徐井根生前挣的
14922 元钱转交给他们遥

2 月 5 日当天 袁 邓小银把
14922 元现金带到了村委会袁并
将钱交给杨明袁 再由杨明通过手
机银行转账给徐井根的二哥徐生
根遥泽覃派出所民警尧村野两委冶干
部一同见证了这一过程遥 收到钱
后袁 徐生根三兄弟连连称赞邓小
银是野大好人冶遥 记者看到现场的
邓小银松了一口气袁 嚅嗫地说了
一句话院野兄弟啊袁 我把你的工钱
转给你亲人了冶遥

谈起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袁
邓小银说院野那钱不是自己的袁是人
家的血汗钱袁花着心里不安浴 冶

“兄弟啊，我把你的工钱转给你亲人了”
阴本报记者钟剑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