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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激励浦东新区广大残疾人士发扬自强不息精神，诠释生命的价值和真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道主义精神，传承扶残助残的美德，营造全社会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

氛围，倡导文明进步、互助友爱的社会新风，更好地推动浦东新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按照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关于每三年评选表彰的规定，浦东新区开展了第四届扶残助

残、自强模范等五个“十佳”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活动。经过广泛动员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初审，下列单位和个人获得提名，现予公示。公示时间：2018年5月17日-5月23日。

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提名对象有异议的，均可向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地址：浦东新区北蔡镇五星路706弄29号（邮编201204）；电话：50281097，58856304，

58853253（传真）。 浦东新区第四届五个“十佳”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5月16日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努力为残障游客和演职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无障

碍设施、服务及体验，并着力打造包容的工作环境，充分考虑残障演职人

员的工作体验。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国福利企业示范单位，公司

积极招用周边社区的残疾人员，安排适当就业岗位，到目前为止，企业残

疾人职工181名，占企业员工的30%。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支公司：从2014年开始，设计开

发浦东新区残疾人团体综合保险项目，让浦东9万多名残疾人切身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怀。

中兴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将互联网科技和信息技术应用

于智慧助残领域。自2015起公司与浦东新区残联合作开发残疾人智慧公

共服务平台，为解决残疾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提供技术支撑。

上海锦子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开始，公司致力于公益事业，

创办“锦昌公益”，对脊髓损伤的残友进行培训，成立笔记本、手机维修培

训中心、电子产品维修实践基地等，让残友掌握一技之长。

上海海澜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现有残疾职工18名，帮助残疾人调整

适合的岗位，建立健全残疾人制度。公司还全力打造宜居的残疾人工作

环境，在残疾人就业、教育、康复、生活保障、权益维护、优惠政策落实等方

面成效显著。

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新途开展的期迪克计划致力于在社区搭

建平台，动员社区资源促进残障人士社区康复和社区参与，该项目2016年

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服务品牌”。

浦东新区沪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医生坚持做好每个精神病人

的访视工作，掌握病人的动态变化。中心还设立残疾人康复指导站，根据

病人的个体差异，为病人做康复理疗，让病人得到良好的康复训练。

浦东新区唐镇小学：唐镇小学党支部与唐镇残联签订共建协议，形成

联动共建工作格局，打造助残扶残社区服务品牌项目。学校送教上门，只

为帮助残疾学生同样能够获得教育的机会。

浦东新区爱心幼儿园：爱心幼儿园始终坚持以智障幼儿发展为本的

原则，关注特教教师课堂康复教学能力的提高，以更好培养教育智障幼

儿，并将家长纳入评价主体之中，充分听取家长的意见与建议。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上南八村居委：居委会通过与残疾人家庭结对，

解决残疾人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并形成走访制度，做实残疾人“家门

口”服务；加强社区无障碍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助残日活动等，建立“睦邻

议事厅”议事机制，每季度召开残协会议，了解残疾人热点难点问题。

浦东新区万祥镇社区志愿服务中心：以万祥镇“阳光之家”智力残障

人士为服务对象，组建了一支“纯爱”志愿服务队，按照残障人士的实际能

力，协助设计一些生活技能训练，为他们融入社会贡献力量。中心还吸引

了海事大学的同学，陪伴学员剪纸、绘画等。

关于浦东新区第四届扶残助残、自强模范等五个“十佳”先进集体和个人提名人选的公示

汤国彪，男，1964年出生，残疾人
专用车维修站负责人

汤国彪以雷锋为榜样，经常上门修

复残疾人机动车，出车抢修中途抛锚车

辆；为残疾车主修旧如新，节约维修成

本，服务态度热情耐心仔细，受到了浦

东及周边外区残疾车主的好评。浦东

新区肢残人协会、潍坊等街道肢残人协

会给汤国彪所在的浦东三十一残疾车

维修点分别送去了锦旗。

祁家福，男，1965年出生，浦东新区
我和你助残服务社服务员

祁家福 2009年进入我和你助残服

务社工作，在助残的服务岗位上连续工

作近十年。他真诚踏实、贴心周到，能

根据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况提供相应服

务，期间不断收到表扬电话、锦旗等。

他上门服务对象有 10 人，其中有些已

经服务 9年多了，如今早已变成知心朋

友。他还主动学习手语，就是为了能更

好地和服务对象交流。

吴晓慧，女，1961年出生，中共党
员，上海市东方医院社工部主任

2012年东方医院在全国首创助聋

门诊，每周五下午向全市聋人开放无障

碍绿色就医通道。在为聋人服务的这支

团队中，吴晓慧作为一名医务社工有着

特殊的角色和定位，她带领团队制定助

聋门诊工作制度、服务流程等，并先后选

拔十多名资深志愿者组成了助聋志愿服

务团队，对助聋团队的成员进行专业培

训，推荐助聋志愿者参加手语专业培训。

浦东新区第四届“十佳”扶残助残先进个人提名名单

浦东新区第四届“十佳”自强模范提名名单

浦东新区第四届“十佳”残疾人工作者提名名单

丁正一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年

幼时突发眼病导致视力残疾。虽因

视力残疾导致高中辍学，但是通过参

加残联的培训后，他开始了实业创业

之路，种植果树，成立农产品合作

社。他虚心向果农请教，阅读相应书

籍，捕捉市场信息，组建团队，借助团

队的力量，他的种植之路走上了正

轨，目前年销售额已达百万元，成为

了村里自强自立的典范。

丁 正 一 ，
男，1976 年出
生，初中，视力
残疾

卢志杰幼时患小儿麻痹症。她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并最终获得

研究生学历。她积极上进，大学时期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次获得浦东新

区新经济组织党员新形象单项奖。

她热心公益，积极参与并热情推介各

类公益活动，参加各种公益募捐；担

任张江镇残联兼职理事，为残疾人工

作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

卢 志 杰 ，
女，1975 年出
生，中共党员，
硕士，肢体残疾

苏国英，女，1969年出生，浦东新区
慧心助残服务社驻地主管

2010年苏国英成为航头镇第一批

居家养护人员，为残疾人服务。工作中

她“与人为善”，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

给残疾人，她先后为十多名残疾人进行

居家服务，兢兢业业，受到残疾人家庭

一致好评。2011年她在众多服务人员

中脱颖而出，成为驻地主管。为更好地

服务残疾人，她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服

务技能。

浦东新区第四届
“十佳”扶残助残先进集体提名名单

吴爱珍，女，1955年出生，中共党
员，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工会主席

吴爱珍作为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时刻牵

挂残疾人，她觉得有义务帮助他们。在

她的建议下，公司专门建立了残疾人车

间，鼓励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

业。残疾职工从 30 多人发展到 150 多

人，成为推动公司发展的有生力量。

吴祥能，男，1985年出生，上海吴祥
型尚美容美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自2015年3月份至2017年底，吴祥

能和他的吴祥型尚美容美发公司坚持每

月在金杨社区为残疾人、老年人提供免

费理发服务；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

坚持每月 20日在金杨街道社区开展免

费理发活动。据统计，2014年以来，累

计举办公益理发活动60余次，出动员工

400 余人次，服务残疾人及老年人近

2000人次。

张颖，女，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
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

2006年开始从事社区精神疾病防

治工作，张颖在基层第一线先后参与了

精防工作的奥运会保障、世博会保障、

亚信峰会保障等工作。2010年开始，她

开始接触残疾人康复工作，与助残员沟

通，深入残疾人家庭，了解他们的所想

所需，做好牵线引针工作，积极提供各

项康复服务；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下，做好康复辅助器具的评估、租借及

随访工作。

张斌，男，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
上海徐易朱律师事务所律师

从 2006 年开始，张斌律师为浦东

残疾人进行义务法律咨询，并大力宣传

残疾人法规和党的残疾人政策。在接

待求助对象时，他针对不同残疾类别的

对象采用不同的沟通方式，对于一次性

不能解决问题的咨询对象，将联系方式

留给对方，以便跟踪服务。在十余年的

法律咨询工作中，先后为数百人次的残

疾人提供法律咨询。

陈斌，女，1948年出生，张江镇阳
光家园志愿者

秉承助人自助、真情暖人的信念，陈

斌带着满腔的热情积极投入志愿者活

动。2013年她被正式聘为张江阳光家

园志愿者老师，将扶残助残辐射至社区，

帮助他们走出小家，融入大家。每周四

下午的大教室里，到处都是陈老师和学

员们排练跳舞的身影。

到目前为止，她为学员们编排了12
套健身舞操。

郁伟东，男，1969年出生，中共党员，
浦东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主任

长期为残疾人参与读书学习活动倾

注大量心血，他用真心的服务，传递爱的

温暖。从2002年起，郁伟东为视障者举

办“普通电脑盲人无障碍应用学习班”。

至今已办44期，培训视障读者达500多

人，汇编残疾人读书征文集达近百本；组

织优秀盲人读者参加全国盲人百科知识

竞赛，并获全国一等奖。他还带动了整

个浦东图书馆营造扶残助残氛围。

董金龙，男，1960年出生，中共党
员，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工学部党委副书
记、天使服务队创建者

从 2006 年至今，他一直奋战在智

力助残第一线，带领天使服务队开展残

疾人子女义务家教，走访残疾人家庭，

帮助残疾人解决工作问题；多年来，他

用“热情、耐心、周到”的服务接待每一

位来访者，并与曹路镇阳光之家结对。

他把天使服务队创建为上海市智力助

残志愿者服务基地浦东分基地。

顾美凤，女，1970年出生，花木街道
培花九居委主任

顾美凤是花木街道培花九居委主

任、区智亲协会原副主席。她关注残疾

朋友疾苦，依托各类公益组织及社会资

源，开展联欢会活动。她注重提高智障

群体的生活自理能力，专门邀请面点、烹

饪、绘画、陶艺老师进行培训和实际操作

指导。她带他们去公园，组织他们到街

道义卖点、社区健身点参与活动，以帮助

智障群体走出家庭、开阔视野。

史亮热爱生活，积极上进，积极

参加各种活动；在工作岗位上，他尽

心尽职，与团队沟通协作，发挥自己

的作用，并不断打磨提高自己的技能

水平。2015年经过层层选拔，他参加

了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海报设

计项目，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过硬的基

本功底，获得第三名；2017年参加上

海残疾人职业大赛海报设计项目竞

赛，获得第一名。

史亮，男，
1992年出生，本
科，听力残疾

杨建林患运动神经元病，仅靠电

脑和眼球仪跟人交流。他用自己微

薄的工资购买呼吸机等器材捐给病

友使用。他创建了运动神经元病互

助家园论坛，并用唯一能动的眼睛，

操控电脑，打出十万字的“关爱渐冻

人”公益项目申请标书，成功获得项

目资金约 94 万元人民币，帮助 82 名

渐冻人免费获赠呼吸机、沟通辅具等

爱心设备。

杨 建 林 ，
男，1970 年出
生，中共党员，
中专，肢体残疾

杨霖用顽强的意志，乐观积极的

态度，像健全的同龄人一样，坚持在

正常学校就读并参加高考。在大学

她每年获得奖学金，还被学校评为优

秀学生。2017 年她获得中国包装创

意设计大赛三等奖，作品入选“国家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她热心

公益事业，先后参加航海博物馆和上

海临港南汇新城“蓝精灵”青年志愿

者活动等。

杨霖，女，
1997年出生，大
三学生，听力残
疾

何瑞芸大学毕业后加入由盲校

学长们创办的“用心创世界”淘宝客

服团队。闲暇时，她常参加读书会活

动，2017 年获得了中国盲文图书馆

“书香承载梦想、阅读点亮人生”全国

优秀盲人读者、百名阅读达人称号。

她还积极参加区盲协组织的活动，并

逐渐从参与者成长为活动骨干之一，

积极策划、主持区盲协的活动。

何 瑞 芸 ，
女，1987 年出
生，本科，视力
残疾

张钰龙与其父亲一样患有强直

性脊柱炎，在父亲的教导和影响下，

张钰龙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学习，考

上了东华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在大

学期间因病变成为肢体残疾，在老师

和社会的帮助下，他开始积极参加公

益活动，成为校公益组织的骨干力

量。他现在自主创业，成立了自己的

公司，并继续参与公益活动，向社会

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 钰 龙 ，
男，1984 年出
生，中共党员，
硕士，肢体残疾

陆顺忠19岁患强直性脊椎炎，左

右两侧的股骨头坏死，做了髋关节置

换手术，他经过艰苦的康复训练可以

行走。多次就业失败后，他萌生创业

想法，2014年开始创业，从单纯的淘

宝电商做起，现在是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双模式。凭借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对家庭责任的担当，他勤勤恳恳，踏

踏实实走好创业的每一步。

陆 顺 忠 ，
男，1974 年出
生，初中，肢体
残疾

陈萍幼时因病致聋，但她始终自

强不息，热爱生活，坚持学习，多次参

加上海职业技能培训，并多次在上海

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上获

奖。2015 年作为上海残疾人文本处

理项目选手，她参加第五届全国残疾

人职业技能竞赛并获文本处理第一

名；2016年代表中国残联赴法国参加

“第九届国际波尔多残疾人职业技能

竞赛”荣获第三名。

陈萍，女，
1982年出生，本
科，听力残疾

林琳一直从事一线临床残疾人

康复工作。在攻读学位和工作期间，

她一直进行临床科研治疗研究，承担

和参与厅局级科研项目5项，主编、参

编专业论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 16
篇，现担任上海市康复医学会青年委

员。她热爱残疾人康复事业，还参加

各种中外医学交流及残疾人骨干学

习班。

林琳，女，
1973年出生，中
共党员，博士，
肢体残疾

徐文映作为听力障碍者，深知在

这个充满挑战的社会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她先后参加了

中西式面点、Office 高效办公能力应

用、艺术插花等培训，不断充实自

己。2017 年她获得上海市残疾人职

业技能竞赛艺术插花第二名。作为

陆家嘴街道聋协委员，她不断提高自

身能力，做好协会内部组织管理等工

作，使街道聋协活动有序进行。

徐 文 映 ，
女，1974 年出
生，大专，听力
残疾

1996年为救同事唐伟失去右手，

出院后被上海市残疾人体训中心选

为残疾人运动员，从此踏上了充满挑

战的体育之路。他顽强拼搏，在2002
年全国残运会世锦赛选拔比赛中获

得三块铜牌，第六届至第九届上海市

残运会上都获得金牌。2017 年 12
月，他被推选为宣桥镇第二届肢残人

协会主席。

唐伟，男，
1978年出生，中
专，肢体残疾

她积极推进合庆镇残疾人康复、

就业、教育、文体等各项工作。为帮助

残疾人改善生活，她多次前往涉农经

济合作社，反复对比选定最适合的合

作社，帮扶就业困难的残疾人；她推动

的无障碍建设工作受到残疾人家庭的

一致好评，并送来锦旗表扬信。她被

授予2007-2008年度浦东新区先进生

产（工作）者称号；2012年被授予上海

市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丁 莉 萍 ，
女，1971 年出
生，中共党员，
合庆镇残联副
理事长、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
心主任

作为辅读学校特奥领队老师，她

陪伴学校特奥足球队南征北战十

年。她放弃休息时间，陪伴训练、心

理疏导、生活照顾，像一个“妈妈”照

顾着他们的饮食起居，只为孩子们能

心无旁骛地前进。辅读学校足球队

代表上海在国内外特奥比赛中多次

取得优异成绩。“给每一个孩子提供

一次公平的机会”是沈老师对特奥比

赛意义最好的诠释。

沈蓉，女，
1969年出生，中
共党员，辅读学
校教师

她是区精协第五届主席，在她的

带领下，区精协组织了各类活动 50
次，街镇协会活动608次，参与活动的

精障患者及家属达到了2.6万余人次；

她组织选拔优秀的精障患者参加市精

协组织的各类比赛，获得乒乓球比赛

男子个人一等奖、二等奖等荣誉，区精

协的特色工作项目家庭论坛研讨会和

《爱在人间》通讯受到了街镇精协和广

大精障患者及家属的欢迎。

王 叶 明 ，
女，1957 年出
生，东明路街道
精协主席

作为唐镇残疾人事务受理窗口

负责人，她用爱心关注残疾人，用诚

心服务残疾人，用智慧创新服务工

作。她将各项政策熟记于心，将残疾

人的信息记录在案；为帮助残疾人就

业，她积极联系企业，搜寻就业信息，

为残疾人牵线搭桥，几年来安置就业

达400余人次。她是窗口服务先进工

作者，用真诚的爱心感染着身边的每

一个人。

张 潇 磊 ，
女，1972 年出
生，中共党员，
唐镇助残社工

浦东新区重度残疾人寄养院是

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一家公办重残寄

养院，王田卉作为这个特殊群体的

“当家人”，组织开展“大爱一家亲”系

列活动，该活动被评为上海市民政系

统“十佳”服务品牌。她还带头和贫

困寄养员结对帮困，先后资助贫困学

生 3人次。在她的带领下，该院成为

270名重残寄养员快乐生活的幸福家

园，家属满意率达97.37%。

王 田 卉 ，
女，1975 年出
生，中共党员，
浦东新区重度
残疾人寄养院
书记、院长

身患先天性眼疾，又幼年丧母，

命运多舛的他并未被困难打倒，通过

努力成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虽身

兼多项业务工作，他始终将残疾人就

业放在首位，积极与用工单位联系，

通过协商尽量在各种手续办理上给

予方便，2017年，116名农村困难残疾

人参加了涉农组织，实现了增收。对

困难残疾人，他做到帮困绝不遗漏，

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

陈 明 华 ，
男，1977 年出
生，中共党员，
大团镇助残服
务社负责人

严国强视残疾人如同自己的亲人

一般，主动关心帮助残疾人，帮助解决

残疾人的急、难、愁事。通过组织成立

“万隆村助残志愿者”队伍，他了解残

疾人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残疾人家

庭发生突发事件，他多方奔走寻求多

渠道救助；他关注残疾人求学、就业等

与残疾人息息相关的问题，积极收集

残疾人就业信息，联系企业安置上岗，

为残疾人搭建就业平台。

严 国 强 ，
男，1958 年出
生，中共党员，
万祥镇万隆村
专职委员

2008年至今，她一直为助残扶残

事业奔波忙碌、兢兢业业，深受身边

残疾朋友的尊敬。她曾历时一年，为

辖区内两名残疾人办理退休证，为寻

找资料、证明人，连春节都放弃休息，

即使儿子生病住院，她依旧在工作岗

位上，坚持将工作完成。她积极组织

社区残疾人开展文艺体育联谊活动

等，累计参加 1300余人次，帮助残疾

人增强体质、丰富生活。

钱 群 艳 ，
女，1963 年出
生，中共党员，
塘桥街道办事
处主任科员、残
联原副理事长

他作为一名阳光之家管理人员，

与每一个康复者促膝而谈，了解他们

的康复需求，根据康复者不同的特

点，提供康复服务，是他的工作方式；

他听取肢体残疾人的呼声和建议，开

拓创新机制，完善肢残人协会工作，

为残疾人提供优质的服务；他还被评

为上海市残疾人养护服务先进个人

称号。

李旭，男，
1977年出生，浦
兴路街道阳光
之家管理人员

八年来，她带领着一支20多人的

教师队伍，为近 150名重症学生送教

上门，探索出了一条适合 6-18 周岁

居家重症残疾人的送教之路；她定期

组织教师专业培训，成立教研组，实

行带教模式，提升送教质量；建立微

信公众号，向家长推荐育儿文章、提

供政策咨询，将关怀送到残疾学生家

中；她还连续五年策划并组织送教学

生参加特奥运动会。

蔡 家 欢 ，
女，1968 年出
生，中共党员，
特殊教育学校
校务办主任

她负责镇残联办公室日常工作，

同时参与残疾人扶贫、康复、教育、就

业等各项业务工作。她心系残疾群

众，为残疾人争取最大福利；她工作

认真，及时做好残疾人基础信息维

护工作，保障残疾人基本权益；她上

下求索永不停，从初级社会工作者到

中级，她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水平，以

更好的状态为残疾人服务。

何 舟 燕 ，
女，1978 年出
生，张江镇残联
工作人员

没有浮华的外表，没有动听的

言辞，有的只是耐心教育和默默付

出，他以父爱如山的情怀滋润、关注

每个学生，风雨烈日，坚持指导学

生，终获累累硕果。

自 2005 年以来，他带领学生先

后获上海特奥运动会、上海市特奥

邀请赛、世界特奥会的滚球等项目

的金牌，2017 年他获得优秀教师称

号。

瞿 军 华 ，
男，1975 年出
生，致立学校教
师

浦东新区第四届
“十佳”残疾人家庭提名名单

庄丽家庭：庄丽自幼失去听力，一家六口人，父母、姐姐、姐夫都是残

疾人。但他们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共同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庄国芳家庭：庄国芳夫妇几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重度残疾的双亲和

妹妹。2017年庄国芳一家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庄鸿柏家庭：庄鸿柏夫妇都是残疾人，却为残疾人事业作出自己的贡

献。他们家庭和睦，细心照顾智力残疾的姐姐，数次被评为五好文明家庭。

李想家庭：李想是一名智障人士，但在父母关爱教育下，成为了不向

命运低头的小勇士，是夏季特奥体操和冬季特奥速滑比赛的双料世界冠

军。

何忠鸣家庭：何忠鸣听力一级，多次获得摄像奖项，2016年加入上海

聋人摄影协会，向社会展示了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采。

妻子陈虹，多重一级，现为北蔡镇聋人协会主席、浦东新区聋人协会委

员。

沙粉罐家庭：沙粉罐夫妇都是肢体残疾人，因单位效益不好双双下

岗，他们没有气馁，在街道的帮助下，开了小杂货店。他们的儿子在参军

期间因公受伤造成十级伤残，复员后再深造，现已是硕士研究生。沙粉

罐成立残疾人读书会带动残疾人学习交流，为社区贡献力量。

陈叶芝家庭：她的儿子陈国荣今年29岁，只有6岁小孩的智商，有严

重的强迫症，但这位单亲妈妈却把他培养成才，将他带到了维也纳金色

大厅的舞台、带到了东方卫视“妈妈咪呀”的舞台。短短两年，他们在全

国各地举办了28场慈善公演。

陈剑家庭：陈剑早年因工伤右臂截肢。就家庭而言，他孝敬父母，尊

敬长辈，夫妻恩爱。就工作而言，他关心帮助残疾人群体，每月定期前往

镇三阳基地志愿为残疾学员理发。当有社区便民活动及其他各类志愿

活动时，经常会见到这位独臂男子忙碌的身影。

胡皇嘉家庭：2008年，黄金生下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胡皇嘉，夫妇

俩用心育儿，并尽己所能帮助特殊孩子。2017年，黄金开始全职投入并

自费创办特儿父母育养线上社区——心家特儿。他们推出“心家特儿

网”“心家特儿”APP，帮助每个特殊家庭强大起来。

姚永军家庭：姚永军是轻度智力残疾者，妻子有肢体残疾。他坚持

劳动，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年过四十的他从头学习也毫无怨言。在姚永

军失业期间，妻子毅然肩负起家庭的重担，他们用实际行动给一双女儿

做了最好的榜样，如今孩子已经高三，成绩优异且懂事孝顺。

黄伟家庭：黄伟与妻子虽都是肢体残疾人，但他们仍努力工作，乐观

向上。儿子黄玉俊从小就很懂事，家中奖状无数。他们一直铭记困难时

邻里、朋友和同事的帮助，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黄萍家庭：黄萍不幸患上精神疾病，但是父母不离不弃地照顾，她也

经过自己努力从成人大学本科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目前身体已接近康

复，并进入高桥镇阳光基地，学会了很多手工技术活，还能够协助老师指

导其他学员手工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