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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感动

24年前，是党和政府给了

她第二次生命；19年来，她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把无尽的爱

奉献给孤儿孩子；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一代又一代孤儿教师传

承至今的“特教师魂”，她就

是吉林省孤儿学校学生生活处

主任——何金玲。

初次见面，何老师的淳

朴和真诚就深深地打动了我，

谁也无法想到在这充满阳光的

笑脸背后，竟经历了如此坎坷

的人生。5岁那年，何老师的

父亲因病去世。1985年4月，

不幸再一次降临，母亲因车祸

也离开了人世，年仅15岁的何

金玲和两个姐姐给母亲办完了

丧事，便带着弟弟妹妹开始了

走东家窜西家的流浪生活，由

于两个姐姐都已出嫁，亲戚们

的生活条件也不是很好，姐仨

儿的生活成了大问题。1985

年8月21日，乾安县民政局的

同志们把何金玲和她11岁的妹

妹、9岁的弟弟送到了吉林省

孤儿学校。谈起往事，何老师

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在

她幼小的心里，这一天成为生

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

里伴她成长、使她重生。也正

因如此，她至今认为自己只有

25岁。

何老师坦言，刚到孤儿

学校时，自己很自卑，沉默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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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愿和任何人说心里话。

她说，她永远记得1985年9月

21日，那是她刚到孤儿学校满

一个月的日子，就是那一天，

她的性格发生了重大改变。那

天中午，她患了重感冒，高烧

39度不退，其他同学都去食堂

吃饭了，她独自一人躺在床上

蜷着身子，浑身滚烫。昏昏沉

沉间好像看到爸爸再次站在自

己身旁，正端着一碗热腾腾的

肉丝面往她嘴里送。霎时间，

眼泪顺着她烧得通红的脸颊流

下来。站在她面前的并不是她

的爸爸，而是生活辅导老师。

从那时起，何金玲便认定老师

就是她的爹妈，孤儿学校就是

她的家！聊起这段往事，何老

师依然心潮澎湃，视线

不自觉地移到窗外，眼

睛里溢满了泪水。

从那之后，她破碎

的心渐渐地被老师和同

学们用关爱一点一点的

拼凑整齐。在这个大家

庭里，她不仅感受到了

“不是父母胜似父母”

的爱，更结识了人生旅

途中一位又一位良师益

友。她暗暗下决心：我

一定要努力，决不能辜

负老师的期望！长大后我也要

像老师一样，做一名孤儿教

师，关心照顾和我一样经历不

幸的孩子们，给他们当妈妈，

让他们有个家，有个可以感受

到亲情温暖的家！

经过努力，何金玲被保送

上了本校的财会专业班，当选

了学生会主席，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1991年的7月，她光荣

地成为吉林

省孤儿学校

教师队伍中

的一员。得

知留校的那

一刻，她欣

喜若狂，少

年时的梦想

成为了现实。这一刻，何金玲

告诉自己：是党和政府给了我

新的生命，是孤儿学校让我冰

冷的心升温，现在我有幸成为

一名特教人，我要像我的老师

一样，把爱的种子播撒在孤儿

的心田，把“呕心沥血当辛勤

园丁，无微不至做孤儿亲人”

的特教师魂传承下去！我必须

要将全部身心，奉献给所有的

孩子们！

在孤儿学校工作的19个年

头里，何金玲历任生活辅导老

师、团委副书记、学生科副科

长、学生管理处主任，学生生

活处主任，这些年虽然岗位在

轮换，但她依旧执着地坚持着

当初的那一份信念，19年如一

日，勤勤恳恳地为孤儿付出自

己的青春。

2005年春节，高三年级

的孙庆贺出了车祸，住进了汽

车厂总医院。除夕夜，病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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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了他一人。何金玲知道

孤儿生病的时候最需要关爱，

而且恰逢春节，此时此刻孩子

一定正盼望着亲人的到来。于

是，她放弃了和家人团聚，并

把家里的电视机给孙庆贺带了

去。当她捧着热腾腾的饺子，

出现他面前时，这个大男孩一

下子扑到了她的怀里，不停地

喊着：“妈妈，妈妈！”。何

金玲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

激动幸福的眼泪悄悄地流了下

来。在孤儿学校工作了19年，

何金玲有18个“年三十儿”都

在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度过，她

告诉自己：只要孩子们需要，

做什么都无怨无悔！ 

19年来，何金玲把无尽

的爱播撒，她的付出使她获

得了“省直机关三•八红旗

手”、“吉林省优秀少先队辅

导员”、“省

直机团工委优

秀团干部”、

“校优秀共产

党员”等不少

荣誉。但是在

何金玲看来，

这些荣誉都只

是过眼云烟，

比不上孩子们

叫她一声“何妈！”

说起自己的小家庭，何老

师一脸的愧疚。她说，自己也

是个普通人，同样为人妻、为

人母，但太多时候她只记得自

己是一名孤儿学校的老师，而

忘记了她的儿媳、妻子和妈妈

的身份。何金玲的丈夫是下岗

职工，生活所迫，现在常年在

外跑运输。上小学的女儿只好

靠爷爷奶奶照看。对于公婆、

丈夫和女儿，她留下了很多遗

憾。特别是2006

年8月的那一个

月，吉林省孤儿

学校将迎来了50

周年校庆，何金

玲忙得连家都顾

不得回，整整在

学校办公室的沙

发上住了一个

月。可就在这时，在永吉县亲

戚家串门的女儿胳膊不慎摔成

了骨折，女儿在电话里哭着求

妈妈去接她回家，但是何金玲

硬是没去。她只是在丈夫把女

儿接回来之后，抽空回家看了

一眼。“当时我竟然从女儿的

眼神里读出了怨恨，这让我不

寒而栗。”说到这里，何金玲

顿一下，埋下了头，我看到晶

莹的泪珠从她的脸颊滑落。我

们的话题暂时被搁了下来，空

气里弥漫着淡淡的哀伤。

何金玲说：“24年前，是

党和政府给了我新的生命，是

学校的老师用爱唤醒了我几乎

死去的心；如今，我要用自己

全部的爱唤醒更多的、和我有

着同样命运的孤儿孩子。孩子

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孩

子们的幸福，才是我真正的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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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天地勤机械师

 ——武汉动车段调研团跟班作业写实

武汉动车段调研团第1组编写

 一线直击

武汉动车段调研团的实践活动进入第二

天，全体队员以动车段普通一员的身份融入到

当天的学习和工作中。

班前英语学习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动车段自编的英语教材深入浅出、实用性强，

并且采用新颖的电子化教学方式，随学随考，

增强了学习效果。常年坚持全员性的英语培训，

这在铁路基层单位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仅从这一

点，队员们就领略了武汉动车段这个朝气蓬勃的

年轻集体所具备的创造力和学习能力。

在进行了必要的安全培训和动车组基础知

识培训之后，全体队员随师傅进入检修库开始

第一次跟班作业，内容是一列CRH380AL的二级

修。二级修的主要内容是车下设备的清洁保养

和部分易耗部件的更换及全列功能试验。队员

们虽然是首次近距离接触动车组，但是工作上

手很快。只一会功夫，在师傅们的指导下，棘

轮扳手、清洁棉丝、喷水枪等工具已经到了队

员手中。检修车间呈现出一片师傅“传、帮、

带”、徒弟“学、问、勤”的火热劳动场面。

 在学习技术的同时，队员们不

忘访谈和结对子的人物。但是大家

来之前想象的在工作中能和师傅聊

天谈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动车检

修的每项工序都有严格的时间控制节

点，师傅们给队员讲解和让队员上手

干活，已经大大减慢作业速度。以至

于到了后半程，各组队员逐渐被现场

调度人员善意的“请”回了待检休息

室，否则真的要影响本列动车组出库图1：二级修无电状态下车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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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战海

胜利油田胜海管理区石油工人

黄河尽头，芦花攒动，海滩连绵。观海岛内外，油井耸立，采油树下，人影闪动。地下油龙踪

迹难寻，难动稠油藏地中。在晴日，滩海景象格外壮观，垦东如此多彩，引有志青年竞折腰。赞昔

日铁人，战天斗地功成名就，今日战海，急难险重，迎难而动，誓将地下黑金采。望将来，数石油

工人，还看胜海。

时间。于是大家把访谈环节放在了休息室。不

久师傅们陆续回到休息室，这里一下子热闹起

来，大家坐在一起拉家常、谈学习、谈工作。

由于武汉动车段是一个年轻的集体，这次安排

的师傅普遍比调研组成员年纪小。别看这些小

师傅二十几岁的年纪，技术上可都是专家，而

且年轻人在一起沟通无障碍，大家的交谈非常

愉快和顺利。

在第二食堂简单吃过晚餐后，队员们发

挥连续作战的精神又投入到晚班的跟班作业当

中，内容是CRH380AL一级修。当大家再次回

到灯火通明的检修车间，发现这里明显比白天

要热闹，动车组频繁出入库，临线的工人师傅

们有条不紊的工作着。运用车间领导介绍道：

“我们这里繁忙的时刻才刚开始，过了零点才

是最忙的时候。”一级修是动车组每天的例行

检修，对检修用时的要求更为严格，通常从入

库到出库要控制在3小时以内。队员们跟着师傅

进入车下检修地沟，师傅们严格按规程查看每

一个部件，并一一用粉笔打上标记。刚开始，

师傅为了给我们讲解，走得还慢些，二十分钟

之后，师傅检修的速度简直到了神奇的地步，

我们只能用眼睛紧盯着才能跟上。在地沟里一

个小时走下来，我们已经感到脖子有些发酸，

但师傅们说他们一晚至少要检修4组车。时间接

近零点，和师傅共进宵夜之后，我们结束这一

整天的活动。

图2：一级修无电状态下车底作业

见微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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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劳动才知道，我们这些30岁左右的

“精壮劳动力”是那么的“弱不禁风”，她

们——宁夏储备一七七处的娘子军，让我们

心中产生由衷的敬意。

我爱绿色的海洋

——塞罕坝林场调研实践团团歌

塞罕坝林场调研实践团 中国人民银行  李克歆

我爱这祖国的林场，祖国的林场美丽宽广。

我爱每棵参天的绿树，护林员用情把它灌养。 

啊……

防风固沙，科技推广，生态草场，招待四方。

这就是美丽的塞罕坝上，担当着祖国生态屏障。

 

我爱这祖国的林场，美丽的林场丰富的宝藏。

森林草场鸟语花香，六女的精神在这传扬。

啊……

扎根基层，学习榜样，无私奉献，敬业爱岗。

这就是真实的塞罕坝上，撑起了民族未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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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区一上午的劳动——徒步五六公里，

检查十几个充满刺激性异味的库房，累酸了腿

脚，刺痛了咽喉，却不知不觉地洗涤了心灵。

面对枯燥、单调的工作，她们乐观、释怀。

“干一行爱一行”，多么朴素的想法，并没有

多么崇高，也谈不上动人，却需要心中有坚

持、肩上有责任……

每天与物管科的老师同劳动，王老师告

诉我们，“我们家已经两代人献给储备事业，

虽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每想起自己的工作

是为了国

家的发展

稳定，我

就觉得再

苦再累也

无 怨 无

悔 ！ ”

（ 发 改

委 宁 夏

一七七处

调研团）

专业课(机修课，幼教声乐课，畜禽解剖

课)，苦练本领，早日成才，造福社会。

南宫职教中心正在顶岗实习的学生，小伙

子适应得不错，毕业后将留在实习的企业，对

薪水也很满意。（南宫职教中心调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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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好救生衣，提上自己的取样桶，上船

啦！(长江委调研实践团) 查封不合格化肥（宜宾工商调研团）

 基层语录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我就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

心做，我就是赢家。——张乐光（农业银行潍坊分行运

营管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