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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首届“最美助残人”
坎门郑念菊：

让“爱心雪球”滚动 20 多年

1997 年，35 岁家住坎门的郑念菊就发起创办了
“爱心雪球”协会，其寓意是滚雪球一样将爱心队
伍扩大，让更多困难群众得到帮助，其中困难老
人、残疾人为重点服务对象。20 多年来，从亲戚朋
友开始，郑念菊积极发展爱心志愿人员，不断壮大
服务队伍，目前协会人数已达 100 多人。
作为组织负责人，郑念菊尽管自己家庭经济条
件不宽裕，但却带头捐款捐物。为掌握受助对象实
际情况，她总是先到实地了解考察，为此，她走遍
了玉环各个角落。
“郑念菊真是大好人，比我自己的亲闺女还亲
啊！”这是一些得到协会帮助的困难户、残疾人的
口头禅。
除了“爱心雪球”协会，郑念菊还于 2011 年创
办“爱心居民服务部”，义务为五保户、低保户、
残疾人等提供理发、刮胡须、剪指甲等日常照料服
务。7 年来，她风雨无阻，为近 600 余名困难老
人、残疾人提供了帮助。
“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自己。”说起创建协会
和服务部的初衷，郑念菊感慨地说。之所以有如此
想法，源于 2003 年郑念菊碰到的一件事。当时，郑
念菊去医院看望一名老人，无意中得知医院里当天
有人因无钱支付医药费准备出院。掏出口袋里所有
的钱数了一下只有 521 元，她就将 500 元送给了正
准备出院的那名患者。患者丈夫以为是朋友送的就
收了，最后却得知是与他们非亲非故的郑念菊送
的，很是感动。在妻子出院后，夫妻俩多方打听到
了郑念菊，就将家里原先开店时余下的被子、被
套、枕头等物品，送到了郑念菊创办的爱心托老

院。“我只帮助他们一点点，没想到他们送回来这
么多，真的很感谢他们。”说起当时的情景，郑念
菊至今仍充满了感激之情。
在长期的服务实践中，郑念菊知道要更好地服
务残疾人和老人，必须掌握医学知识和技能。为
此，她自费订阅了 10 多份健康养生报刊杂志，还常
到新华书店购买有关健康知识的书籍。除此之外，
郑念菊还将业余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如特地去医院
观摩学习护士如何量血压、按摩、急救、针灸等，
还多次去杭州、宁波等地学习日常护理等知识。

芦浦陈灵女：

希望可以将爱心传递给更多人
陈灵女 37 岁那年，98 岁的奶奶不慎摔倒导致
卧床。在照顾奶奶时，陈灵女萌生一个想法，如果
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行动不变或空巢的老人被集中
照顾并安享晚年，子女只要给予经济支持就能在外
面安心工作，那该多好啊！
当陈灵女把这个想法与堂嫂提起后，得到了堂
嫂的认可与支持，两人就开始筹办芦浦托老院。不
过，由于自身经济条件和群众的不理解，托老院创
办初期很是艰难。经过 10 年努力，托老院不仅得
到 芦 浦 镇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 工 作 人 员 也 达 到 32
位，目前有 115 张床位，入住 92 位老人，其中 70%
的老人是生活无法自理，需要工作人员重点照
顾。此外，这 10 年来托老院还无偿收留过 50 多名
流浪人员。
10 年来，陈灵女将托老院当作自己的家，照
顾老人比自己父母长辈还要细致尊重。略有痴呆
的孤寡老人许阿婆由于亲朋不管，喜欢呆在一家
储蓄所门口，而身上因常年不洗澡散发着臭味，
还经常打骂前来劝阻的工作人员，已严重影响储
蓄所正常办公。不得已，村里人将许阿婆送到了
陈灵女的芦浦托老院。“老人刚来时，对新环境很
排斥，我们想给浑身散发着恶臭的她洗澡却被她
打了，工作人员束手无策。”对此，陈灵女让工作
人员先离开，自己一个人坐在老人身边与她聊
天。三四个小时后，老人才答应洗澡换衣服。洗
澡、洗头、剪头发、剪指甲，陈灵女亲力亲为，
看得送老人过来的村民都很感动，更觉得让老人
在托老院生活可以放心。
虽然到目前为止，每次为老人洗澡都得好几个

人配合才能勉勉强强完成，但看到许阿婆身上不再
发臭又有人照顾，陈灵女觉得一切都值得了。“其
实以前更恶劣的情况还有很多，我也吐过晕过，但
既然做了这件事我就要努力去克服。
”陈灵女说。
像许阿婆这种情况的老人，托老院里还有不
少。回想这 10 多年来的办院历程，陈灵女觉得泪
水比汗水多，对家人也充满了愧疚，但她并不后
悔。“我只是希望这份爱心可以长久保持，更希望
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
”陈灵女说。

鸡山陈美芳：

倾尽全力为外甥女治病
老家在鸡山南山村的陈美芳为了儿子读书，把
家搬到了楚门，与儿子年纪相仿的外甥女小林也从
8 岁开始住到了小姨家，这一住就是 10 多年。2010
年 底 ， 已 经 23 岁 的 小 林 突 然 头 疼 ， 随 后 失 去 意
识。送医院经诊断，小林患的是先天性脑血管畸
形，医生说即使手术成功也需要漫长的康复治疗。
就在家里人都不知所措时，小姨陈美芳站了出来，
坚定地跟医院说，一定要治好小林，医药费的事情
她来想办法。
接下来的日子里，陈美芳带着小林开始了漫长
的寻医之路。她一方面打听哪里有好的医院，一方
面也考虑治疗费的问题。虽然拿出了所有积蓄 10
多万元，但与上百万元巨额治疗费相比还有很大差
距。于是，陈美芳开始奔波于乡、县、市各个部
门，最终在媒体和慈善部门的帮助下，筹集到 20
万元的善款。拿着这笔钱，陈美芳带着小林先后去
了温岭医院、上海华山医院以及省外的几个医院，
即使有医生说小林成植物人了，无法救治，陈美芳
也未曾放弃过。
就这样，经过 3 年多反复的手术，小林慢慢好
转起来，而陈美芳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坚持。
当病情稳定后，陈美芳和家人开始轮流照顾小

林。除了每天帮小林活动手脚、拍背、轻敲脸颊
等，还要每隔两个小时帮小林翻身，陈美芳还每晚
睡在病床旁的轮椅上。看着小林一天天康复，陈美
芳相信终有一天奇迹会出现的。

清港王通兆：

30 多年矢志不移坚持扶残助残

多年来，清港当地残疾人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
句话：有困难找老王。
老王叫王通兆，是台州市人大代表、清港镇清
北居党支部书记。
说起老王，当地残疾人和他们的家属几乎无人
不识，感觉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因为老王总是无
私地帮助他们。
精神残疾人张云夫无人照顾，每次发病，都是
老王亲自送他去医院。病情好转后，又是老王将他
送到托养院，所有医疗费和托养费都是老王垫付。
30 多年矢志不移地扶残助残，为了帮助残疾人
时常自掏腰包，对此，老王总是笑笑说：“我能帮
帮就多帮帮嘛。
”
不过，老王有时的善举也会遭遇善意的尴尬。
如该镇有个精神残疾人曹某某在老王的帮助下得到
了治疗，没想到出院后，曹某某嚷着要嫁给老王，
说从没有人对她这么好，弄得老王哭笑不得。
老王以前开过理发店，靠着会理发这门手艺免
费 为 残 疾 人 理 发 ， 这 一 理 就 是 30 多 年 ； 每 月 10
号，送残疾人去市残联办理残疾证；逢年过节给残
疾人买年货；帮助残疾人申请各类困难补助……
老王的种种善举，赢得了清港残疾人和家属的

尊敬，他们也习惯了有困难第一时间找老王。
坚持 30 多年无私帮助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王通
兆先后荣获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2016 年浙
台十大孝亲人物、省万名好党员、台州市好人榜等
多项荣誉。

龙溪林友满：

服务困难残疾人不分大事小事
“友满，麻烦你帮我申请一辆轮椅吧。”“友
满，我护理补贴的钱怎么还没有，麻烦你帮我查一
下。”“友满，我家刚建了新房，得怎么申请安居工
程？”在龙溪镇塘厂村，担任村残疾人专职委员、
陡门头专职网格员、村代办员、村委会委员等职务
的林友满是残疾人眼中的“万能钥匙”，无论大事
琐事、好事坏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总是他。而
他，只要是残疾人的事，无论大小都会帮忙。
今年已 50 岁的林友满 10 多年前来到龙溪塘厂
村工作，期间被多次授予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
先进个人、县三十佳网格服务管理先进个人、首届
“感动玉环”人物提名奖等荣誉。
这阵子，林友满正帮残疾人申请轮椅。为此，
他一户一户去肢体残疾人家里了解情况，帮有需要
轮椅拐杖的残疾人准备材料，再统一上报到镇残
联。“这样到时候我就可以帮他们一起拿下来，不
用他们一个一个去申请，再自己去拿了。”林友满
说。
“残疾证办下来有好多年了，一直想要一辆轮
椅，但总觉得比较麻烦，就没有申请。”肢体残疾
人郑某某欣喜又感激地说，“多亏友满热心，轮椅
的事都是他帮我一手操办，太谢谢他了！”
除了帮忙申请轮椅，林友满心里也惦记着村里
其他残疾人，有事没事就到他们家里转转了解情
况，只要是残疾人有需要，他都会尽力帮忙，绝不
拖延。这不，近几年还帮残疾人上报安居工程、申
请两项补贴等。“现在政策好了，政府都有上门服
务，他们腿脚不便也不懂怎么办理，我清楚办理流
程，就帮大家递个材料，都是举手之劳的事。”林

友满笑着说。
就因为平时与残疾人走得近，塘厂全村 33 名
残疾人的“底细”，林友满都了如指掌，不管什么
事，只要问他，基本上都知道。与此同时，林友满
的肯干务实，也被残疾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说
起林友满，村里的残疾人都不禁竖起大拇指。
“作为残疾人专职委员，就要尽力帮助残疾
人。只要残疾人有困难，我就尽自己一切力量给予
帮助，为他们服务，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能帮到
大家，我心里也高兴。
”林友满说。

鑫庄电子有限公司舒见斌：

设立助残基金帮助残疾员工
来自湖北省秭归县的舒见斌，是鑫庄电子有限
公司的副总经理，除了兼任品管部经理和行政部经
理，还是公司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会长。虽然平时工
作内容已经是饱和状态，但他依然会抽出一部分时
间来关注、关心公司内的残疾员工生活和工作情
况。
“残疾员工是一个特殊群体，需要我们更加关
心和关注他们，对待残疾员工要有耐心，要尽力满
足他们的合理需求。”这样的话，舒见斌经常对其
他员工说。
作为公司工会会长，舒见斌提出“1+1”助残
活动。据悉，“1+1”助残活动就是公司全体员工每
人每月捐出 1 元，而公司也出 1 元，作为“1+1”助
残活动基金。由于可以实实在在帮助到残疾员工，
活动得到了公司全体员工和总经理的支持与响应。
有了这笔基金，舒见斌和同事会不定期购买大
米、食用油、餐巾纸等生活必需品，分发给全体残疾
员工；或以半物质半现金的方式，发放给残疾员工。
在“1+1”助残活动持续进行了多年后，在 3 年前，
舒见斌将“1+1”变成了“2+2”
，使得活动可以增加
残疾员工的相关福利，也加强了他们对公司的归属
感。可以说，没有舒见斌，鑫庄电子有限公司就没有
“1+1”活动，更不会有现在的“2+2”助残活动。
此外，看到残疾员工因情况特殊，平常很少出
门与公司外的人接触，舒见斌就特意在公司大院里
安装了篮球框，在食堂放置了乒乓球台，让残疾员
工也可以有一些娱乐活动；公司非常重视厂区和员

工宿舍内的消防安全，舒见斌就自己学习了应急绳
8 字扣打法、消防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等，然后对残
疾员工进行一对一讲解。遇到听力语言残疾人，舒
见斌就耐心地用自己学会的手语与他们交流，实在
交流不了的，还写在纸上，遇到不识字的就找识字
的听力语言残疾人，再由他们用手语翻译，直到公
司所有残疾员工都学会消防安全知识。
舒见斌之所以会手语，也是因为与残疾员工交
流多了才学会的。因为会手语，很多残疾员工遇到
生活和工作上的事都愿意找他商量，并听取他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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