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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帮互助成就最美家庭
荆门晚报记者 郭玉红 通讯员 张玮 文 / 图

他们一大家人和睦相处，他和老伴积
极参与小区建设，受到大家的称赞。他，就
是浏河小区自管会负责人张本雄。 日前，
作为湖北省荆楚最美家庭提名奖获得者，
张本雄在我市
“
最美家庭”事迹巡礼上，以
《用情建设家园 用心照顾对方》 为题，分
享了他的
“
最美故事”。
张本雄 68 岁，妻子周茂英 63 岁，是
东宝区泉口街道浏河社区居民，两人原是
东宝区子陵镇红庙村村民，婚后生育 3 个
女儿。 二人相互体贴互相包容，无论大事
小事都会共同商量解决。
1973 年张本雄参加了水利建设，因
工作突出，被留在水利部门工作，一个月
只能回一次家，全家的生活重担都落到妻
子一个人身上，她忙完田里的活，又要忙
家务，还要照顾三个女儿和老人。 周茂英
对子女严格要求，平常要求孩子们认真完
成作业， 周末还要带领孩子们一起劳动，
让孩子们不仅学到书本上的知识，还学到
了生存的本领。
子女们在母亲的教育下优秀成长，现
在，大女儿在行政部门工作，二女儿从事

个体经营，三女儿当上了人民教师，个个
事业有成，对他们孝敬有加。
1995 年， 二女儿在浏河小区买了房
子，把张本雄和妻子接了过来。 小女儿大
学毕业回荆门工作， 也和他们住一起，就
连结婚后的前几年，也在一起生活。
平常，女儿女婿工作，张本雄夫妇带
孙子孙女，做家务。周末，女儿女婿就带二
老出去玩，一家人相处得其乐融融。
2002 年，浏河小区没有了物业管理，
花坛被小区居民挖了种菜， 垃圾到处飞，
污水到处流。 当时张本雄还在上班，一个
月回来住一次。2005 年，热心住户夏贤银
找张本雄商量改变小区卫生环境的事，张
本雄就组织 4 位居民一起收取小区卫生
费，聘请了一位清洁工打扫卫生。2014 年
夏天的一场大雨把小区内的院墙冲垮了
一段，小区住户出行非常困难，张本雄和
妻子出钱购买材料，一起动手维修，得到
了社区和小区居民的好评。 2014 年 11
月， 浏河社区为了解决小区脏乱差问题，
成立了小区自管委员会，张本雄被选为负
责人。 张本雄带领自管会成员，在社区的

支持下，解决了小区的传销问题，把菜地
变回花坛，并积极调解邻里纠纷、解决水
管堵塞等问题，小区环境改善了，邻里也
团结了。 2016 年社区对浏河小区进行基
础设施改造，小区变得更漂亮。
从 2005 年至今，张本雄不知道义务
为小区居民做了多少好事， 虽然没有工
资，但全家人都很理解和支持他。 特别是
妻子， 为了让他全心全意地管理好小区，
自己在家做一家 8 口人的三餐饭，做全部
家务，从无怨言。有时候，妻子还主动当他
的得力助手：墙倒了，帮他一起砌；绿化带
里有垃圾了，帮着捡；绿化带该修剪了，帮
着修；哪家闹矛盾了，陪着一起去劝解；小
区的空巢老人太孤单， 主动买些生活用
品、水果，陪他一起送温暖……
“幸福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家庭成员
要用心照顾对方，用情建设家园。 大事面
前懂得奉献，小事面前知道珍惜。 如果每
一对夫妇、 每一个家庭都能乐观向上、互
敬互爱、任劳任怨，那么每个人的家庭都
‘
最美’！ ”提到成就
“
最美家庭”的
会变成
秘诀，张本雄如是说。

张本雄和老伴在修剪小区的绿化带。

居民拾金不昧 失主托人致谢
日前，掇刀区白庙街
道官堰社区联合辖区幼
儿园，对市消防救援支队
月亮湖中队消防员进行
慰问，近距离了解他们的
日常工作，小朋友们还向
消防员送上亲手制作的
卡片。 荆门晚报记者 徐
轶 通讯员 吕荣静 摄

荆门晚报讯（记者郭玉红 通讯员曾
德 莉 ）“这是我给余永芳大姐买的洗衣

液，怕她不接受，烦请你们转给她，表达
我的一份谢意！ ”12 日，东宝区泉口街道
金象社区居民余女士对社区工作人员说
道。
原来，日前的一天上午，余女士在金
象社区附近的一个椅子上坐着休息，随手
将小包放在了椅子上。起身离开的时候忘
拿了。 当天中午回家她才想起，包里装有
少量现金、银行卡、图书证等物品，如果丢
失的话，补办起来很麻烦。 她赶紧到所坐

的椅子那里寻找，但小包已不见踪影。
四处寻找无果后， 余女士向周边邻
居打听，一邻居告诉她，有人捡到一个小
包送到社区了。 当日下午社区工作人员
上班后，余女士赶到社区，社区工作人员
核对后，将小包还给了她。 得知丢失的小
包是金象小区同姓居民余永芳所捡，余
女士再三让社区帮忙转达谢意。 但她觉
得口头上的感谢无法表达她内心的感
激，于是 12 日她再次来到社区，送来一
箱洗衣液， 让社区工作人员帮忙转交自
己的小小心意。

排水口堵塞，热心居民冒雨疏通
荆门晚报讯 （记者郭玉红 通讯员朱
梦 诗 ） 日前，一场大雨导致掇刀区掇刀石

街道名泉社区一小区排水口堵塞，积水严
重， 热心居民张敬成冒雨疏通了排水口，
及时排除了小区内的积水。
当日 7 时许，名泉小区与城投安置小
区之间的道路低洼处因排水口堵塞，积水
严重，居民出行困难。 名泉小区住户张敬

成看到这一幕后，立马下楼，卷起裤腿，拿
着一根木棍，冒雨走到排水口，将堵塞排
水口的树叶、垃圾等杂物掏出，衣服被雨
水打湿，他也没在意。 一个多小时后，齐小
腿深的积水退去了，他才回家换衣服。
附近住户深受感动，将张敬成所做的
好事反映给名泉社区工作人员。 社区工作
人员上门对他表示感谢，并为他积了分。

楼房排水管脱落 网格员协调修复
荆门晚报讯 （记者徐轶 通讯员胡 进
波 ） 日前，东宝区泉口街道泉口社区宏业

巷居民点一楼房雨水管脱落，在网格员的
积极协调下，雨水管及时得到修复。
宏业巷居民点属老旧居民区，房屋密
集，公共设施老化。 近日，网格员曾艳在巡
查时， 发现固定在 24 号楼外墙上的排水
管只剩半截。 该排水管原本是从 7 楼楼顶
连接至 1 楼， 下半截管道不知何时脱落
了，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由于住户们白

天不在家，曾艳便利用下班时间到楼下等
住户们回家， 一户一户上门沟通维修事
宜。 经协调，住户们一致同意由 7 楼住户
杨红艳牵头、曾艳协助处理维修事项。
曾艳与杨红艳联系到施工队并谈妥
了费用。 紧接着曾艳在楼栋中张贴了维修
资金筹集的通知，并收齐了费用。 日前，施
工队进场， 对上半截排水管进行加固，新
装了下半截排水管。 经过数小时的努力，
排水管修复了，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简讯
12 日，荆门高新区·掇刀区白庙街道
许家塝社区联合白庙派出所对辖区单位、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场所有无消防安全
制度、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通道是否

畅通、 灭火设施是否完备有效等进行检
查，对检查中存在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和火
灾隐患的单位及场所提出整改意见，并下
（徐轶 吴春兰）
达整改通知书。

11 日， 东宝区泉口街道青山社区举
与健康相伴·携文明同行”爱心服务活
办“
动，邀请志愿者为老人们讲解肩、颈保健

常识，并开展了修脚、肩颈按摩、足底保
健、剪指甲等免费服务，以好家风引领文
（郭玉红 文华）
明城市创建。

网格员帮忙跑腿 解老人燃眉之急
荆门晚报讯（记者朱小明 通讯员胡
晏 宁 ）“
多亏了社区网格员帮忙跑腿，让

我报销了 5000 元住院费， 解了我的燃
眉之急。 ”日前，古稀老人柳明香对掇刀
区掇刀石街道白石坡社区网格员左爱丽
连声道谢。
今年 3 月， 家住白石坡社区的柳明
香老人不小心在家中摔倒， 导致尾脊骨

骨折，花费了 12000 多元住院费，高昂
的医疗费让老人愁眉不展。 网格员左爱
丽了解情况后， 查询到柳明香老人在社
区缴纳 2019 年居民医保时，在社区工作
人员提醒下，购买了一份农小保，这份保
险可以赔付老人的部分住院费。
左爱丽帮老人收集好资料后， 及时
交给保险公司，最后赔付了 5000 多元。

爸妈不在家，志愿者妈妈来陪
荆门晚报讯（记者朱小明 通讯员胡
晏宁）
“你最喜欢看的动漫是什么？ ”“我

喜欢看名侦探柯南，虽然我是女生，但我
也喜欢看奥特曼……” 为了给留守儿童
更多关爱，4 月 11 日， 掇刀区掇刀石街
道白石坡社区组织志愿者来到留守儿童
小洁（化名）家里，作为她的“知心姐姐”
陪她做家务，聊天，为她做饭，辅导作业。
小洁还没放学， 志愿者就早早来到
她家，带去了她爱吃的菜，提前给她做晚
饭。 小洁回家后， 志愿者把小礼物送给
她，邀请她一起吃饭，小洁一开始有些拘
谨，只会羞怯地说谢谢。 志愿者和她一起
吃饭陪她聊天， 得知她现在和爷爷奶奶
生活在一起，在掇刀石小学上六年级，成
绩在班上一直排前十几名， 最喜欢的科
目是语文，比较吃力的科目是英语。 渐渐
地， 小洁在与志愿者妈妈们的耐心交流
中敞开心扉。

晚饭后， 小洁主动邀请志愿者妈妈
们为她辅导英语作业， 有不懂的单词就
请教志愿者，志愿者也耐心地教导她，指
出她发音不标准的地方， 为她补习英语
最基本的语法。 功课完成后，小洁开心地
和志愿者聊天、做小游戏，讲述自己的爱
好，热情地分享自己喜欢的漫画、歌曲、
歌手、图书等和自己未来的想法。 小洁的
奶奶说，都不知道自己孙女话这么多，小
小的脑袋里这么多想法。
小洁说：“爸爸妈妈不在家， 我们小
孩子很多话题，爷爷奶奶并不知道，有些
话可以和朋友说， 但有些想法不知道能
和谁讲。 ”临走时，小洁拉着志愿者的手，
希望他们能多来看她，常来家里陪伴她。
志愿者答应她，并告诉她，一定要好好学
习，要有一颗感恩的心，长大后要努力追
求自己的梦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如
果生活学习上有困难及时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