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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田心
李祯媛 余毓华

从雷锋家乡好少年， 到风华正茂
的大学学子， 周美玲走过了一段不寻
常的成长之路。

走在湖南科技大学的林荫小道
上 ， 两旁树木葱郁 ， 学子们谈笑风
生 。 在这里 ， 我们见到已经长大的
“小雷锋” 周美玲。 简单的马尾、 恬
静的面容、 整洁的穿戴， 无不勾勒出
她随性质朴的一面。

12 岁那年 ， 周美玲从车轮下救
出了一名小男孩 ， 造成腿部严重受
伤。 因其见义勇为的举动， 获评 “全
国道德模范” 荣誉称号。

“好多人夸我是英雄， 是 ‘小雷
锋’。 但在我看来， 自己只是一个平凡
又普通的青年人。 当然， 更想成为一名
又美又飒的新青年。” 她笑着说， “每
个努力发光的人都是生活的英雄。”

正直善良是最明亮的底色

周美玲认为， 正直、 善良， 有担

当、 敢担当， 是新青年最明亮的底色。
“曾经有人问我 ， 如果重来一

次， 还会不会选择救人？ 我没有后悔
过， 爱是人的本能。 既然做了选择，
就勇敢面对所有的可能。” 回顾几年
前救人的经历， 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了
一件普通但正确的事情。

如今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手术治
疗和康复训练。 面对身体的疼痛以及
给日常生活带来的不便， 周美玲还发
现了一个 “微笑定律” ———无论遇到
任何坎坷难题， 笑一笑就过去了； 实

在过不去的， 就多笑几次。
这份信心和勇气的力量来源， 是

妈妈无私的爱。 “妈妈是世界上最好
的人”， 说到这里， 语气一直淡然平
和的她 ， 突然声音 变得 极 其 轻 柔 ，
“从 2015 年到现在 ， 她改变了生活
节奏， 一直照顾我。 高中的时候还陪
读了。”

最让周美玲印象深刻的， 是一次
持续 10 余个小时的手术 。 当晚 12
点， 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 她的双
手 、 双脚和脖子上全部都在扎针吊
水 ， “因为晚上吊水必须要有人看
着， 及时叫护士姐姐帮我换药， 所以
妈妈一直没有休息。 到了第二天早上
6 点多， 还要给我买早饭。”

在周美玲心中， 妈妈是她最感谢
的人， 也是无话不谈的最好的朋友。
妈妈的陪伴， 成为她成长旅途中最坚
实的铠甲。

积极有趣是最鲜活的印记

在周美玲看来， 新青年还应该是

一个积极有趣的人。 “我喜欢拍照，
用相机捕捉美好瞬间。 这些定格的每
一帧 ， 都是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 。”
她说， 每拍出一张有意思的照片， 自
己都会仔细观赏很久 。 这其中蕴含
的， 是生活雅趣， 创造乐趣； 是对美
的追求， 对生的热爱。

高中的时候 ， 周美玲还没有手
机。 她回忆， 当时有个同学带了相机
过来拍照 ， 大家聚在镜头前吵吵闹
闹、 聊天说笑， 美好的场景让她一下
子爱上了摄影。 “光圈大小、 快门速
度， 还有构图等等， 都会对最后的成
片有影响。” 周美玲侃侃而谈， “通
过调节各个不同的参数设置， 就可以
实现想要的效果， 这太有意思了！”

（下转 2 版）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
记者 王薇 任琼瑨

“郝书记， 我们村口没有路灯，
晚上回来漆黑的， 心里发毛！” “郝
书记， 我们进村这条路真的窄， 会个
车都怕跌到田里去， 可以加宽一点子
不咯？” “郝书记， 我们想在家门口
找点子事情做， 天天晚上能落窝 （方
言， 回家的意思）， 方便照顾一家老
小， 也有点子收入。” “郝书记， 郝
书记……”

类似上面这样的 “民声”， 在汨
罗市罗江镇每个村几乎每天晚上都
会上演。 夏天一条板凳、 一把蒲扇，
冬天一盆炭火、 一壶热茶， 干部群众
围坐一起， 共话身边事、 家国事。 禾
场院落、 林荫树下都是会场； 国家政
策、 民生福祉、 家长里短皆为话题。
春至冬尽， 围炉夜话。 草丛中， 听取
蛙声一片； 古树下， 散发笑声阵阵；
闲谈中， 解决民生诸事。

这样的画面， 在 2021 年以前的
罗江镇， 人们想都不敢想。 罗江镇地
广人多， 社情复杂， 很多村的基层党
组织治理不力 ， 群众意见和矛盾突
出。 在汨罗市 2020 年的 “公共民生
测评” 中排名倒数第一， 在岳阳市排
名倒数第十。 然而， “罗江夜话” 破
了这个局， 在 2021 年度公众安全感
测评中， 罗江镇交出了满意答卷， 在
岳阳市 138 个乡镇 （街道） 中排名从
第 128 名升至第 2 位 ， 获评 2021 年
度岳阳市公众安全感优胜单位。 “罗
江夜话 ” 为何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民
心， 取得如此治理成果？

镇党委书记同村民“唠嗑”

“我参加的第一场 ‘夜话’， 就
是在罗江村， 那时 ‘罗江夜话’ 刚起
步， 我去做安全宣讲。” 罗江镇党委书
记郝光还记得自己刚上任时的情形。

“村里安全怎么搞？” “一盔一

带怎么实施 ？ ” ” 安 全 生 产 怎 么 落
实 ” …… 2021 年 9 月底， 郝光第一
次 “当面锣对面鼓” 同村民 “唠嗑”，
亲切熟悉的环境、 轻松自然的氛围，
让村民们没有丝毫的拘束感， 很快进
入状态， 纷纷打开了话匣子， 对郝光
说起了掏心窝子的话。

“郝书记， 我们村口冇得路灯，
晚上回来漆黑的， 心里发毛！” 一位
村民提出了村里安全设施问题， 郝光
边听边记边交流。 通过交流和实地走
访 ， 他发现罗江村位于十古公路沿
线， 交通风险较大， 安装监控一定程
度上能保护群众利益。 郝光便邀请相
关单位和群众等一起来充分沟通商
量。 有不理解的， 面对面答疑； 有不
愿配合的， 村里邀请德高望重的老人
上门做工作。 有了平等交流沟通， 就
有了理解， 有了理解， 群众也就发动
了起来 ， 多了合力 。 2021 年年底 ，
村支两委在全村范围内主要道路口安

装了 6 个监控 ， 保障了村民出行安
全。 “郝书记真是我们的好书记， 是
一个做扎实事的人 ， 我们镇上有福
哒 。” 郝光上任后第一件民生实事 ，
获得村民一片叫好。

自此， “罗江夜话” 在各个屋场
越来越 “吃香”， 村民们都知道 “夜
话 ” 一开 ， 就能为他们解决实际问
题。 小到家长里短、 邻里纠纷， 大到
国家政策 、 民生福利 ， 每一场 “夜
话”， 都能让他们有不一样的期待与
获得感。 “每一场 ‘夜话’， 我们都
是议真话题、 真解决问题。” 郝光介
绍， 一年多来， 全镇共开展 “夜话”
1500 余场次， 1.8 万余人参与， 化解
难题 300 余个。 （下转 3 版）

长大的“小雷锋” 周美玲：

每个努力发光的人都是生活的英雄

“罗江夜话” 听民声、 议民事、 解民忧

周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