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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清晨，库区的水雾还未散
去，空气中透着寒意。水库旁的宿
舍里，独居的郭罗恩洗漱后披上外
套，走向岸边。解开拴住渡船的铁
链，踏上哐当作响的船板，摇动黝
黑发亮的马达，将船开到只有 25
户村民的丰坑村民小组渡口，接上
8 个中小学生到坪村渡口，再将他
们送上去往南坑镇的班车。15 年
来，这样的流程在江西萍乡芦溪县
的坪村水库反复上演。

丰坑村位于坪村水库库区腹
地，在没有渡船前，孩子们上学每
天早上四五点就要起床，摸黑才能
回到家。为了解决出行难题，坪村
水库管理处准备了一艘渡船，聘请
了一名摆渡人。

摆渡是个苦差事，早起、晚睡、准

点，还要随时待命。“之前好几个摆渡
人，断断续续干了几年，有的半年就
走了，最长的大概两年。”老郭说。

现年 55 岁郭罗恩原本在水库
附近开着一家餐馆，生意挺不错，得
知渡船没人开了，他便主动挑起了
这个担子。原本以为只是个开店闲
暇时的兼职，却最终被郭罗恩干成
了全职。

这 15 年 来 ， 郭 罗 恩 像 “ 超
人”一样，每天清晨准时出现在村
头渡口，风雨无阻。因长年累月在
水面上风吹雨打日晒，又加上劳
累，老郭脸上、手上的皮肤都变得黝
黑；严寒的冬天，他的手、脚、耳朵又
常常被冻肿。处在长年湿冷的环境
下，他的关节也出了问题。这些，郭
罗恩都不在意。

孩子们每天乘船，都会亲热地
跟他打招呼：“船长好！”而郭罗恩
每次都会先笑笑，然后严肃地说：

“一切行动听船长指挥，在船上要
注意安全，不许打闹！”

孩子的安全，是他最担心的。
水库最深处 40 多米，平均深度 20
米，在水库开船，虽然不比大江大
海，却也有风险。一次，水面突然起
了大雾，郭罗恩只能慢慢摸索前进，

“当时紧张到心脏都要跳出来，生怕
出事”。

为了不耽误孩子们上学，郭罗
恩索性住进水库管理处的宿舍，一
个月回家两三次，家里的事全交给
妻子打理，小外孙都不记得外公的
模样了。

从40岁到55岁，郭罗恩驾驶渡
船，将自己生命中美好的时光献给了
这片水域和这里的孩子，为此获评
感动江西教育年度人物。“之前说自
己是党员，有义务为人民服务。现
在我得到了那么多荣誉，更应该努
力工作，尽心尽责。”说这话的郭罗
恩一脸认真。

“船长”郭罗恩：

爱心摆渡15载
本报记者 甘甜

刘诗晖，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
区学生公寓东 18 的宿管大叔。“50
后”的他在社交平台上，写下累计
超过 18 万字的日记，这让他成了校
园里的网络红人。

来到浙江工业大学之前，刘诗
晖是江西吉安村镇里的一名教书
匠。2008 年，小儿子考上浙江工业
大学的研究生，为了能与儿子离得
近一点，夫妻俩先后来杭州打工伴

读。机缘巧合下，刘诗晖夫妇干脆
在浙江工业大学“定居”下来，一
个做保洁员，一个做宿管员。

宿管 员 的 工 作 是 干 一 天 休 一
天，值班那天需要 24 小 时 在 岗 ，
因此在值班室的 24 小时里，刘诗
晖需要照顾楼内学生生活的方方面
面。“有一次，楼里一名同学因为
打篮球扭伤脚，很严重，如果恢复
不好就要面临休学一年。”刘诗晖
知道后，每天和妻子用家乡的特制
药酒帮他上药、按摩，治疗持续了
整整一个月，那名同学也因此恢复
很快。

40 多年的乡村教师教学经历让
刘诗晖喜欢与同学们朝夕相处。在
帮助这些大学生的同时，刘诗晖也

时常会有些小感触。有年冬季考试
周结束，一名学生为了赶清早 5 点
的低价飞机回老家，约了凌晨 3 点
的网约车。这名学生腿脚不便，刘
诗晖为了帮他搬行李，怕自己睡过
头，硬是撑着一夜没睡。

看着校园路灯下，这个学生吃
力地走上车，刘诗晖心情复杂，当
天就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下一篇名
为 《校园路灯照亮学子回家的路》
的长日记。刘诗晖每一两天便会在
朋 友 圈 里 有 感 而 发 ， 工 作 3 年 下
来，朋友圈日记已经超过18万字。

“随便写写，就当给生活加点
料。”刘诗晖用自己敏锐的触角探索
生活的同时，还将积极快乐的生活
态度带给了他身边的人。

“50后”宿管员：

18万字写校园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陈婧

“当初家里人不同意我在幼儿园当生
活老师，说是保姆，我也有好几次去工
厂办公室工作的机会，但我就是喜欢孩
子⋯⋯”就是“喜欢”两个字，让这位一
说话就露出笑容、充满亲和力的张玉荣，
扎根在山东淄博高新区傅山幼儿园，一干
就是20余年。

在幼儿园里，有这样一群劳动者，她
们负责孩子们的一日生活——吃喝拉撒
睡，这就是幼儿园的生活老师。张玉荣老
师就是其中的一员。

每天清晨，张玉荣总是早早走进幼儿

园，开窗通风，整理幼儿活动区域杂乱的材
料，用干净的毛巾擦拭消过毒的桌子，去食
堂给孩子们打饭⋯⋯她细心认真的工作，
让孩子们感受家一样的温暖。

小班新生入园对孩子们来说是个挑
战。甜甜年龄小，天天以泪洗面。每当她
哭着喊妈妈时，张玉荣就把她抱在怀里，
擦干眼泪，和她讲悄悄话。甜甜就黏上了
张玉荣，无论张玉荣干什么她也要跟着，
俨然成了“小尾巴”。

“晨晨，今天只吃一勺好吗?”晨晨
挑食、不喜欢吃青菜。张玉荣手把手教晨
晨用小勺喝汤，只在里面加了一勺青菜。
晨晨看到碗里只有一点点青菜，就吃了。
第二天，张玉荣放了两勺青菜⋯⋯循序渐
进，晨晨在不知不觉中能吃青菜了。张玉
荣把幼儿园小菜园的一把小油菜隆重奖给
了晨晨。

小班有个可爱的小男孩翔宇总拉裤
子。每次张玉荣都会给他脱下来清洗干

净，换上干净衣服。翔宇的家长总说：
“张老师，太脏了，别给他洗了，带回家
我给他洗就行。”

但张玉荣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既
然家长把孩子交给我，我就要把孩子照顾
好。”每次，她都是悄悄把孩子带到衣帽
间，给孩子换裤子。直到翔宇上了大班做
了手术，班上的孩子都不知道翔宇的小秘
密。

张 玉 荣 不 仅 是 孩 子 们 喜 欢 的 “ 妈
妈”，也是老师们喜欢的“热心大姐”：
年轻老师生病了，她嘘寒问暖；家长焦
虑了，她跑前跑后，献策支招；班级物
品损坏了，她利用业余时间拿来工具自己
维修⋯⋯

“为爱一路播撒，遇见最美的自己。”
幼儿园园长解菊说，张玉荣老师就是这样
一位普普通通的生活老师，她用自己的青
春、专业、爱心，书写着劳动者最美的姿
态。

幼儿园“张妈妈”：

事无巨细都办妥
本报记者 魏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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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银安的手机上，有个闹钟的时间一
直没变：5：00。“有个时间线在我脑子里，
每天不断重复，不能出错。”看了一眼手机，
邓银安给记者描述了食堂工作的一天。

5：00，闹钟响起，邓银安起床。为
确保川大附小教育集团的师生能按时就
餐，供货商 5 点半前会送货到学校，邓银
安需要验收把关，确保食品安全。验收完
所有货物，他又紧锣密鼓协调食堂员工准
备教师早餐，巡逻检查各处。

早上 8 点不到，学生陆续到校，一天
热闹的校园生活开始了。食堂这边，也已
热火朝天地忙了起来。食堂所有员工各就
各位，理菜、洗菜、切菜，按菜品要求加
工肉、禽等食物，同时还要随时清理废弃
物，保持食堂清洁卫生。

“每天中午有2000多名师生就餐，我
们需要处理的食物重达 1 吨左右。”邓银
安和厨师一般从 10 点开始炒菜，炒上将
近两个小时，这中间基本不能停下休息。

直径将近 1 米的大锅，每样菜至少要

炒 3 锅以上。由于温度太高，菜量大，而
且需要不停地翻炒，他们常常累得满头大
汗。冬天还好受点，夏天那滋味最难受。
没有一定的体力，根本做不下来。

12：00，下课铃响起，川大附小的
午餐时间到了。踩着时间点，食堂员工刚
好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每一间教室门
口。川大附小有 48 个班级，最高的班级
在 5 楼，没有电梯。送完午餐，食堂工人
们往往都是满头大汗。

午餐后，邓银安又和食堂工人一起，
迅速地将所有餐具收回，清洗完后还得煮
沸消毒，再放入专门的餐具消毒间进行紫
外线杀菌、消毒、保洁。

15：00，邓银安开始巡视库房，检
查各个角落的卫生情况，然后锁门。这
时，依旧冒着热气的食堂逐渐恢复宁静，
食堂一天的工作才暂时告一段落。

“从 1999 年进校到现在，几乎都是这
样的时间表。现在都形成生物钟了，放假都
不习惯。”邓银安说，这 20 年来，自己换过

很多个闹钟，也换过手机，但闹钟设置的时
间，却从来没变过。

“小邓，是把业务的好手，从没出过差
错。”川大附小副校长陈晓川说，邓银安不
仅进得厨房，炒得一手好菜，也入得市场，
采购一手好货，更是入得厅堂，能主动开动
脑筋，用智慧把工作做好。

2014 年，川大附小教育集团的最高
奖“百合花文化奖”颁给了邓银安，这个
一直默默站在舞台后方的食堂管理员，这
次站上了领奖台。

从今年起，“小邓”的担子更重了一些，
他现在还负责学校的日常后勤总务工作。

食堂“小邓”：

餐饮管理无小事
本报记者 倪秀

“老师，我们宿舍断电了，麻烦您
处理一下，谢谢!”

“勤管处吗？教学楼厕所有个水
龙头坏了，请修一下。”

⋯⋯
来到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工

作近 4 个年头，曾经的“白衣天使”周
璇，转行成了后勤部“水电管理干
事”，每天仅接听的这类报修电话就
有几十个。而“您好！请问报修什
么？”也渐渐成了周璇的“口头禅”。

可千万别以为周璇的工作就只
是这句“口头禅”。细细算下来，她手
中“管”着的人和事多着呢！湖南铁
道职院共有在校学生 1 万余人、家属
区有住户近 200 户、学校所属商贸门
面还有30多个。“水电费收取，全都在
周璇这里。”后勤处处长汤劲说。

收水电费，是个细致活，更是个
技术活。大学学医学护理的周璇，靠
着自己当护士积累下的耐心与细心，
做好这份“技术活”。

比如，她曾仅凭一张小小的水费
发票，便判断出学校水网管出现了漏
点。事情发生在去年 7 月底，周璇收
到 自 来 水 公 司 寄 来 的 当 月 水 费 发
票。拿到发票的瞬间，她就觉得不对
劲：已经放暑假了，绝大多数学生都
已返家，可学校的水费不降反升。再
与上年同期一对比，更验证了周璇的

“不对劲”：用量比上年高出许多。
她马上和学校所在区域的自来

水公司联系，将具体情况告知。经过
多次沟通，拿到了学校用水“瞬时流量
报告”，通过“瞬时流量报告”数据，结
合自来水公司专业人员判断，确定学
校的水网管出现了大流量漏点。

后经专业查漏公司和学校后勤全
体人员的努力，共查出学校水网管 8
处漏点。“仅这一笔，就可为学校每月
节余水费4万多元。”汤劲笑着说。

收钱不易。每笔缴费金额都要通
过水电码计算得出，制作收费明细表、
开出票据等都需要水电管理干事独立
完成。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差错。

难能可贵的是，在周璇担任“水电管
理干事”的2015年到2018年间，她所收
取的水电费总计金额419万余元，经手
18796笔，没有出现过一起质疑案例。

勤管员“小周”：

火眼金睛零差错
本报记者 赖斯捷

“如果有人头部受伤了，我们首先
要拿出纱布，这样进行简单包扎⋯⋯
下面请小朋友们来动手操作一下。谁
愿意试一试？”近日，在天津市南开区，
一场别开生面的幼儿安全教育课正在
火热进行中。在孩子们的簇拥中，一
位鹤发童颜的老者一边演示一边给他
们讲解安全避险知识。

授课者是66岁的张崇仁。1971年
从南开区育红中学毕业后，张崇仁留校
成为一名教务人员。30多年时间里，他
在学生安全教育方面投入了极大的热

情，开设各种安全教育专题，还自制了各
类教具：有用毛巾、布带制作的简易防
毒面具，有收纳指北针、绷带、剪刀、饭
盆、矿泉水、药物的简易急救包⋯⋯

6 年前，张崇仁退休后，依然“不
甘寂寞”，背着自己准备的安全教育书
籍和道具，走遍了天津大大小小的幼
儿园、中小学甚至大学。丰富的内容
和生动的讲解令张崇仁声名远播，越
来越多的幼儿园、学校找到他，邀请他
前去讲课。

每次讲座前，张崇仁都会提前了
解讲座对象的基本情况，以便根据学
生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备课。“如何
用毛巾做成简易防毒面具？这样做有
什么好处？”“同学腿受伤了，你能移动
他吗？”

几年来，张崇仁风雨无阻地送课，
没有任何补贴，也不收一分钱讲课费，
他的这份热情在很多人看来有点“傻
气”。但张崇仁说，他愿意做这件事，
是因为心里有个“安全”情结。“看到媒
体报道的一些校园安全事故，我特别
心痛。给孩子们普及安全知识，让他
们学会自我保护或是救助他人。这件
事特别有意义，我会一直坚持做下
去。”张崇仁说。

送教员“张伯伯”：

安全时刻挂心间
本报记者 陈欣然

编者按：在学校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默
默无闻，起早贪黑地做着平凡的工作。他们不是
教师，却有着一颗爱学生的心。食堂师傅是校园
最忙碌的人，他们黎明即起，为学生们准备一天
的美食；保安是校园走路最多的人，他们排查隐
患，保障安全；还有保洁员、校医、花匠等等，
这些普通的校工，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为
师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服务和保障。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我们选择了7位校
工代表，请他们登上劳动节特刊，让我们向这些
最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劳动者感言：工作每天都在重复，
但要想做好，脑子里就得有个闹钟。

劳动者感言：安全避险，任重道
远。我愿为孩子多撑一把保护伞。

劳动者感言：劳动，让生命多
一份价值；劳动，让世界更加美好。

劳动者感言：我喜欢孩子，从不觉
得这份工作辛苦。我很快乐，很幸福。

在宁波市鄞州区华泰小学门口，
有块气派的校牌，“华泰小学”四个遒
劲有力的大字引来无数人的称赞。让
大家惊讶的是，题写者“董盛喜”是该
校的一名校工。

董盛喜今年 66 岁，瘦高个子，戴
副眼镜，憨厚斯文，是湖南人。2006
年，董盛喜的孙子在华泰小学读书，他
就在学校当起了门卫，被学生们亲切

地称为“董爷爷”。
“学校是一个书香浸润的地方，在

这里就要学习。”董盛喜来到华泰小学
后，常常琢磨，利用这段时间学习点什
么，要不把喜欢多年的书法捡起来吧。

于是，董盛喜买来了毛笔、墨水，
又捡了几块白色的瓷砖，每天只要一
有空就练字。“在瓷砖上练字既省墨又
省纸，写得不满意，还可以擦掉重写。”
董师傅风趣地说。用瓷砖练字让董师
傅成了华泰小学的名人，课间很多学
生都会围过来看他写字，向他请教笔
法。这让他受到了鼓舞。

董盛喜不仅是校内有名的“书法
大师”，更是该校名副其实的“创客大
师”。几年前，华泰小学教学楼之间有
一块近 600 平方米的空地。董盛喜

想，何不利用这块空地给孩子们打造
一个校内的乐园？这个想法和华泰小
学校长许颖不谋而合。

此后，每到假期，就能看到董盛喜
忙碌的身影。在他的巧手打造下，旧
轮胎、废钢板、水管、锅盖等废弃材料
变身成了飞鸟鱼虫、假山水塘、马车花
圃等各种造型。学校特为此地取名

“含青创意园”。
“育心——点燃每一位孩子的心

灯”是华泰小学的办学理念，通过以爱
启心、以德正心、以美慧心和以艺润心
培养孩子的好奇心、自信心和责任心，
董盛喜创造的这些校园景观和学校的
理念深度契合。

董师傅还将连续打造二期工程和
三期工程，他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门卫“董爷爷”：

不知疲倦做创客
本报记者 史望颖

劳动者感言：我会一直坚持把船
开下去，直到开不动为止。

劳动者感言：用劳动之美涵养
孩子们的美丽心灵。

劳动者感言：各个岗位上都有
认真工作的劳动者，我是其中一员。

听校园最
美劳动者的

心声，请扫描
二维码。

想看校园
最美劳动者的

更多故事，请
扫描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