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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慈善家庭故事吸引街坊邻里点赞

莫文婷家庭：
帮助他人就是最好的慈善

去年 3 月下旬，在荆州“战
斗”了 39 天，南方医科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南医五
院”） 援荆医疗队队长莫文婷踏
上回广州的高铁。

在疫情暴发时，莫文婷主动
请战赴荆州支援，而同在医院工
作的丈夫巢伟聪则坚守的在门
诊的岗位上，每天下班还参与在
线义诊。“我们都是医生，这是我
们这个岗位上应该做的。 ”巢伟
聪说。

“请求同意我到一线救治新
冠肺炎病人。 ”去年年初，南医五
院医教部的莫文婷写下赶赴一
线支援的“请战书”。

得知自己入选了援荆名单
后， 她第一个告诉了丈夫和大儿
子。实际上，早在除夕夜第一批医
疗队员出征援鄂时， 她就曾表达
过想去一线支援的愿望。 这次入
选， 丈夫很支持她，“这是我们这
个岗位上应该做的事”；而正在备
考中考的儿子则告诉她，“平安回
来，和我一起迎接中考。 ”

有着 8 年医政管理的经验
的莫文婷是这支援荆医疗队的
队长。 到达荆州后，莫文婷被派
往广东支援湖北荆州医疗队前
方指挥部工作。

在指挥部，莫文婷每天早上
八点开始看昨日收治病人的数
据，协调各项工作；中午不休息，
和医疗队、 荆州的卫生行政部
门、专家组对接；晚上接着做工
作汇报和部署第二天的工作。 如
此，每日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
时。 要是专家去危重病房会诊，
莫文婷还需要协助联系和跟随；
有了最新的诊疗方案，她要第一
时间传给医疗队。

那段时间，每间病房每张病
床上的病情数据都牵动着她的
心———病情恶化， 她便紧张起
来，看到情况好转，她又高兴起
来，“我对重症病人的情况都是
了如指掌的。 ”

而在从化，巢伟聪坚守在医
院的儿科门诊。 疫情期间，医院

开通了网上义诊平台，24 小时都
可以问诊。 每天下班后，巢伟聪
仍在手机上在线出诊，“那段时
间，病人都尽量少去医院，有些
呕吐、咳嗽这样的事情就会在平
台上问我们。 ”巢伟聪介绍。那段
时间， 有时到了凌晨 1 点钟，也
还有焦虑的病人发消息过来，

“只要看到了我都会及时回复。 ”
在工作上， 莫文婷夫妻尽职

尽责，在生活中俩人也乐于助人。
五年前。 那时，莫文婷和丈

夫看到一则西藏学校需要物资
的消息，随即行动起来。 他们先
是和儿子一起打电话向学校核
实情况，此后一起又收拾了家里
的旧衣物，并添置了一批新衣物
捐给那所学校。

一段时间后，莫文婷收到了
当地学校老师发来的感谢的短
信。 得知自己的寄出的物品送到
了有需要的人手里，一家人都特
别开心。

也是从那次以后，莫文婷发
现，儿子越来越愿意去参与志愿
服务活动。 有一回，在参加江埔
街慰问困难群众的义工活动中，
儿子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套《十万
个为什么》送给了一个家境困难
的孩子，“这套书是我买给他的，
也是他看得最多的书。 ”莫文婷
发现，在参与了多次的志愿服务
之后，儿子遇到事情会优先考虑
别人，懂得与别人分享，这也是
让她欣慰的事。

在莫文婷看来，慈善不拘泥
于形式，“在做好自己本分外有
余力的前提下，做一些帮助他人
的事就是慈善。 ”

蓝智贤家庭：
“80 后”夫妻驻村扶贫五年

在梅州市五华县棉洋镇平
安村，常常能看到一对扶贫夫妻
的忙碌身影，他们踏遍平安村每
一条巷陌， 走访当地每一户家
庭， 为当地贫困户建档立卡，帮
助贫困村民申请危房改造，医疗
救助与教育补助。

他们是蓝智贤与杨娜，“80
后”夫妻档，广州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下称“交投集团”）党

员员工， 自 2016 年起先后参与
平安村对口扶贫工作。 目前，平
安村已退出贫困村的序列，所有
104 户贫困户已脱贫并退出贫困
户序列。

蓝智贤是梅州人， 从小在农
村长大，对农村有着浓厚的感情。
2016 年，他报名成为平安村的扶
贫驻村干部，至今已经五年。

对于蓝智贤来说，整个扶贫
过程中最累的还是入户调查，
“刚来的时候情况都不熟悉，只
能挨家挨户摸查。 白天要调查十
几户情况，到了晚上，还要不断
核实名单。 ”就这样，蓝智贤排查
走完了系统上原有的 120 多户
镇提供的贫困户情况。

全村的信息摸查工作结束
后，蓝智贤开始思考如何改善贫
困户的居住环境，“入户调查那
时候，我看到好多户贫困户住的
房子有很大的危险，于是向当地
政府寻求协助。 ”

当时政府的政策是， 先由贫
困户垫钱， 房子建好后发放补助
金。问题在于，这些贫困户无法承
担这项危房改造资金。 与曾在梅
州老家当过村委书记的老父亲讨
论后， 蓝智贤决定主动帮贫困户
筹集资金， 帮贫困户买材料，“反
正我可以做他们的担保人！ ”

2016 年，蓝智贤先是帮村民
谢永意争取到了危房改造指标，
之后帮他把村里东一块西一块
的土地拿去向其兄弟置换，最终
在 2018 年搞定了没土地盖房子
问题，谢永意也住进了宽敞明亮
的新房子，一家七口人在下雨天
也能睡好觉了。

在丈夫驻村扶贫一年后，
2017 年 6 月，广州交投集团以自
愿报名的方式抽调精英充实扶
贫工作，杨娜便义无反顾地报名
参加到扶贫工作中。 当时，夫妻
俩的孩子已经三岁了，由家里老
人帮忙照顾，两人则尽最大能力
去帮助村民，反哺农村。

2017 年至 2019 年， 蓝智贤
和妻子根据当地政府对于平安
村的产业定位，帮助平安村建立
了茶树种植基地，为平安村的发
展注入了长效保障。 而这部分之
后的收益，将分为三部分，其中

的一半设为“公益救济金”。
“从我驻村开始，就有了这个

想法，做一个公益救济金的项目出
来。 ”茶树种植基地正是给了蓝智
贤契机，他想把这块做成制度化的
项目，“好让之后的人能把这一块
地给守好，让谁都意识到这几百里
地是个宝，丢不得。 ”

2018 年，有一支来自香港广
州深圳的爱心团队来到了平安
村，想帮助有困难的群体。蓝智贤
在了解情况后，主动作为“导游”
带着考察团队入户。“对方一开始
不相信广东有穷地方， 直到进村
才感叹这边贫富差距这么大，最
后眼泪都出来了。 ”蓝智贤说。

这支爱心团队为平安小学
捐赠了 40 万元物资， 包括课桌
椅以及教室的修缮费用。 此外，
蓝智贤还帮村里 10 户困难家庭
的孩子争取到从小学到大学的
慈善助学项目资助。

2020 年 4 月， 平安村最后 2
户贫困户也正式完成脱贫。 蓝智
贤说，全村脱贫是第一步，对于
未来，他希望平安村以后能和城
市结合起来， 加入现代化元素，

“城里人能看到的， 也得让村民
见见。 ”

曾澜家庭：
他们写下抗疫“请战书”

“我是荔湾区昌华街辖区的
居民……我申请加入社区防疫
志愿工作”。

去年 1 月底，新冠肺炎疫情
突袭， 社区防控形势日益严峻。
包括广州市荔湾区昌华街在内
的各个社区，早已紧张起来。

也是这时候，在昌华街生活
了 27 年的曾澜和丈夫周登涛先
后给街道手写请战书，要求加入
社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请战书
随即在社区里传开。 这对抗疫夫
妻，一位是街道办事处党建指导
员，一位是派出所副所长，日常
工作已是高负荷。 但两个人话不
多， 下班后接着出现在街头巷
尾、小区出入口。

后来， 曾澜再回想起年初的
经历， 轻描淡写说道：“其实这么
多年来， 我们一家人都有参与公

益慈善活动，在我们看来就是‘我
为人人，人人为我’。 ”很少人知
道，这一家人在过去十几年，先后
荣获广州市文明家庭、 荔湾区十
佳书香家庭、文明家庭等称号。

曾澜回忆道，了解到疫情发
生后， 自己立即取消春节假期，
从湖南家乡赶回广州，1 月 27 日
便写了一封请战书，希望深入社
区疫情防控第一线，参与到社区
防控一线的公交站点值守、小区
出入口站岗执勤、为居民体温排
查等服务工作。

周登涛不约而同，也手写了
一封请战书，每天下班后帮助规
劝居民取消聚集性私人活动、减
少外出，主动报名成为党员志愿
者在公交车总站值守、在小区门
口值守， 带头科普卫生知识、抵
制谣言等； 了解到血库供给不
足，参加了昌华街组织的无偿献
血公益活动。

实际上，曾澜一家人的慈善
氛围，在 12 年前，甚至更早前已
经埋下伏笔。

如今 49 岁的曾澜还记得，
“上世纪 80 年代，自己还在湖南
老家，小县城的每一户人大多很
贫困。 ”她回忆道，自己一家人的
餐桌上已经很少有肉菜。 但令她
触动的是，只要有人求助，父母
哪怕不吃不喝也会帮助别人，或
送吃的或送别的。

1992 年， 快满 22 岁的曾澜
来到广州扎根。 并于 2007 年年
底到荔湾区昌华街道办事处报
到工作。 后来，她发现昌华街是
一个老城区，“我们定期探访困
难群体，发现了许多八九十岁的
独居长者，他们很需要关爱。 ”

针对这一情况，昌华街近 10
年来，每年坚持组织开展“圆梦微
心愿、一齐来帮拖”志愿服务系列
活动，撬动全街慈善爱心，把爱心
人士拉到区域化大党建群认领微
心愿， 真正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传
递到困难党员群众的心中。

与此同时，曾澜说，“在组织
和参与街道社区志愿服务时，自
己也在有意识地带动儿子参
与。 ”她还记得，儿子第一次参加
探访孤寡长者活动， 才 12 岁左
右，进到老旧的房子里，打扫卫
生，陪伴聊天。

这时曾澜明显感觉到，志愿
活动让儿子更加了解周边的世
界，“正因为他感受到有的老人
处于孤独和无助中，所以他不希
望他关心的人以后也面对一样
的处境。 ”此后，曾澜儿子常常从
母亲这边了解一系列的志愿服
务，带上同学一同组成志愿服务
小组参加。

曾澜说，自己现在一心投入
到街道工作中。 在她看来，“昌华
街的微心愿撬动大家的活力，大
家都愿意参与志愿服务。 ”

曾澜觉得，在这种氛围下，孩
子们做志愿服务也是自然而然的
事情，她也希望，未来会有越来越
多的人参加公益慈善事业， 帮助
更多的人。 （据《善城》杂志）

� 近日，广州市 2020 年‘最美慈善家庭’出炉。 入选的十户慈善家庭来自全市不同战线、不同行业、不同岗位，既有热心慈善、扶
贫济困、慷慨解囊的家庭，也有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家庭，还有积极参与社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社区

志愿服务等各类家庭典型，展现出了无私奉献、大爱无疆，舍小家为大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弘扬了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守望
相助的传统美德。

莫文婷巢伟聪夫妻 周登涛、曾澜在昌华街参与防控一线的公交车站点值守志愿服务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