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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不下来的党员 退而不休的志愿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菊 实习生 卜鑫 通讯员 韩红艳
本报讯 在“2017 年洛阳社区春晚
节目”选拔赛上，吉利区三和社区追梦
舞蹈队表演的《谁不说俺家乡好》荣获
十佳人气奖第三名，该舞蹈队队长许孟
琴听到成绩宣布，眼眶湿了。
2014 年，三和社区居委会的领导
多次找到许孟琴。
“ 别的社区都有舞蹈
队，就咱社区没有，你那么喜欢跳舞，就
牵头在咱社区成立一个舞蹈队吧！”领
导对她说。考虑再三，许孟琴答应了，
2014 年 6 月，三和社区文艺舞蹈队终于
成立了，许孟琴就成了舞蹈队的队长。

党员许孟琴退休后热心公益，这也是社
区工作人员选她当舞蹈队长的原因。
舞蹈队刚成立，许孟琴就接到通
知，两个月后有一场演出，一定要排练
一个拿得出手的好节目。这可让许孟
琴犯了难，舞蹈队刚成立，队员有的还
需要上班，很难集中到一起排练。为了
能提高排练效率，许孟琴先在家里苦练
动作，自己练会以后，早上五点多就起
来，利用上班前的时间陪需要上班的人
练，下午顶着烈日在中心广场和不上班
的队员一起练习，晚上又组织大家一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菊 实习生 刘佩阁 通讯员 王浩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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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
使妻子脊椎骨折断，高位截瘫，只能
带着引流袋在轮椅上生活。丈夫七
年不离不弃，他总说：
“我总希望通过
自己的坚持，让她将来有一天能奇迹
般站起来。
”
家住宜阳县的赵红伟本是一个
普通农民，身材瘦弱不善言谈，农忙
时干农活，农闲时外出打工。妻子李
爱芳一边做服装生意，一边照顾生活
不能完全自理的智障儿子和八十多
岁的老母亲，家庭虽然不算完美但温
暖有爱。
2011 年 6 月 3 日，妻子在坐车去
关林进货途中，司机开车失误造成车
辆侧翻多人受伤，妻子李爱芳伤势最
重，脊椎骨折断，脊神经传导受阻，引
起胸椎以下高位截瘫，大小便失禁，
腰部以下部位不能动弹。面对突如

其来的车祸，妻子一度丧失了活下去
的勇气。虽然司机负有百分之百的
责任，但是车辆的保险已到期，司机
本人又无偿还能力，仅仅给了少量的
医药费。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一家人
都哭了。孩子、老母亲谁来照顾，这
个家怎么维持下去？
赵红伟说，擦干眼泪后，他对自
己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妻子生活
不能自理，他必须成为真正的强者，
挑起重担。于是，他一边天天照顾儿
子、老母亲，一边鼓励妻子坚强活下
去，并多方筹措资金给妻子治病。
赵红伟给妻子做了一个类似双
杠的设施，让她双臂扶在双杠上，再
用两根布带子绑在她腿上，赵红伟往
前拉一下，妻子就往前挪一步，这日
复 一 日 的 牵 拉 、挪 步 ，感 动 了 很 多
人。一年以后，妻子病情稳定下来，
但 又 患 了 脑 梗 塞 、低 血 压 等 并 发
症。
现在，赵红伟一家只能依靠家里
的一两亩地和政府每年 3000 元钱的
低保维持生活。当人们问起他苦不
苦、累不累时，赵红伟感慨地说：
“这
几年岁数大了，给妻子喂饭、翻身都
开始有点力不从心，一天下来身子就
像散了架，但只要她还有一口气，我
都得伺候她，不能叫她再受苦了！”

全院齐行动，
攻坚执行难
老城法院开展为期 3 个月集中执行行动

许孟琴自己花钱买。为了节省演出化妆
费，
多年不化妆的许孟琴拿自己的脸
“做
实验”，终于学会了化妆，还义务帮舞蹈
队的队员们化妆。功夫不负有心人，许
孟琴带领她的舞蹈队凭借《高粱颂》获得
了吉利区舞蹈大赛的优秀奖。
“许孟琴擅长的不光是跳舞，她还
是称职的志愿者。”吉利区三和社区的
工作人员说，社区内有不少空巢老人，
为了陪伴这些老人，许孟琴经常组织舞
蹈队上门给他们免费表演，小区广场、
居民楼下，
都是她们的舞台。

社区小朋友期期追捧
﹃根艺爷爷﹄的根雕课堂

七年如一日
守护高位截瘫妻子

练习。
“家人都说我练舞蹈都练魔怔了，
但是一想到自己肩上的任务，就觉得有
劲儿了。
”许孟琴说。
两个月后，许孟琴带着舞蹈队参加
了演出，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感
觉再辛苦也值得。”她笑着说。之后，许
孟琴就带领舞蹈队去敬老院和社区进
行各种慰问演出，积极参加各种文艺演
出及比赛，
获得了多个奖项。
每排练一个舞蹈，就需要不同的配
套的衣服，
社区经费紧张，
许孟琴劝导大
家自己出钱买服装。没有 U 盘和音响，

李全吉（右一）介绍他的根艺作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菊 通讯员 帖静 文图
本报讯“大家来看，这个小老
作十余载，有人想帮他办有偿展览，
虎根雕就是用黄杨木的树根雕刻
有人愿意出钱买他的作品，却都被
的，大家知道，我们国家野生的东北
他拒绝了。但他却经常在小区花园
虎和华南虎已经很少了，所以我们
和社区活动时拿出全部根艺作品免
要爱护环境，不能破坏动物们生长
费展览，他说：
“ 我玩根艺就是图个
的环境。”在五股路办事处龙泉社
乐，自我欣赏，大家分享，丰富充实
区，每当李全吉把自己亲手制作的
我的晚年生活”
。
根艺作品一个个搬到楼下的空地
龙泉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上，院子里的小朋友们就会聚拢过 “老李虽然年龄大了，思维却依然清
来，
大声称呼他
“根艺爷爷”。
晰，浑身充满正能量，经常帮助别
李全吉是一位老党员，已经有
人。”关心青少年儿童教育，劝解青
83 岁高龄。原为瀍河回族区科学
少年远离网吧，自编诗歌、短句、谜
技术协会主席，退休后在龙泉社区
语组字和小故事，自己创作《美丽中
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现为龙泉社
国》
《谈和谐》
《中国梦》
《核心价值
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观》
《好领导》
《与时俱进》
《赞辉煌》
洛阳市关工委“五老”工作团德育教
等诗歌文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
育团团员。数年来，他以一个共产
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孩子
党员最朴素的心愿，积极投身于各
们利用节日假期接受爱国主义和正
种社会公益活动。
能量的教育。到辖区学校为师生们
“根艺爷爷”是社区的居民给李
讲演，空闲时间义务为社区和辖区
全吉起的名字，李全吉热衷根艺创
幼儿园修理桌椅板凳等。

孔祥晨荣获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称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申文娟
本报讯 为保证“基本解决执行
难”目标圆满完成，洛阳市老城区法院
举全院之力攻坚执行难，自 8 月 1 日起
至 10 月底，开展为期 3 个月执行集中
行动。
据了解，每名党组成员分包一名
执行干警的工作，带领分管团队进行
执行调解、被执行人情况调查、电子卷
宗制作和订卷等工作。8 月 1 日，集中
行动全面展开：党组成员顾亦农发挥
其曾经分管信访工作的特长，用耐心、
细致且精准的心理攻势帮执行干警作

当事人思想工作；党组成员高继英、刘
静分别带领团队深入伊川、宜阳、孟
津、邙山等地对被执行人情况实地调
查，奔走于被执行人家中、村委会、社
区等，调查出被执行人实际履行能力，
为执结案件打下基础。
全院干警在院党组“全院一盘棋”
思想指引下，发扬不怕吃苦、连续奋战
的精神，以能征善战、敢打必胜的决心
和勇气，攻坚执行难，坚决夺取“基本
解决执行难”
这场硬仗最终胜利。

8 月 6 日，商丘供电公司员工孔祥晨
积极参与团的活动，目前担任河南省青
获得了由共青团中央、人力资源和社会
年联合会委员、商丘市青年联合会常委
保障部联合命名的“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的职务。工作之余，孔祥晨还积极参与
荣誉称号，成为省公司系统获得该称号 “爱心午餐”、
“ 青年志愿者送温暖”等公
的唯一人员。
益活动，并长期资助四川凉山山区里的
孔祥晨是商丘公司信通分公司信息
贫困学生。孔祥晨先后获得河南省“五
运检班班长。自 2006 年参加工作以来， 一劳动奖章”、河南省技术能手、河南省
经历过变电运行、信通运维管理等岗位
青年岗位能手、国家电网公司杰出青年
工作，先后参与编制技术规范 9 项，发表
岗位能手、国家电网公司信息通信工作
论著 2 册、论文 11 篇，获得发明专利授
先进个人、河南省电力公司青年“五四”
权 5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25 项，获得
奖章、河南省电力公司优秀共青团干部
省市级各类创新成果奖 23 项。孔祥晨
等 10 多项荣誉称号。 （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