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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之中展现不平凡
——2021年度“感动浦东”部分先进典型简介

仲汉萍夫妻、儿子、儿媳和儿媳

的父亲都是遗体捐献志愿者。

仲汉萍、胡瓞华夫妇之所以申请

遗体捐献，是受到了亲家华解鹤的影

响。2016年 4月，华解鹤被确诊为肺

癌晚期，仲汉萍、胡瓞华夫妇看望亲

家时，华解鹤告诉他们打算自己在过

世后捐献遗体，为医学研究做贡献。

亲家的这个决定深深感染了仲汉萍、

胡瓞华夫妇，夫妇二人对遗体捐献志

愿者的事项做了进一步了解。两人

认真考虑，在参加了亲家的追悼会

后，仲汉萍、胡瓞华夫妇正式向上钢

新村街道递交了遗体捐献志愿者的

申请。仲汉萍说：“人生短暂，自己也

没有给国家、给社会作过大贡献，遗

体捐献可以有助于医学研究，愿意为

国家、为社会作一份贡献。”仲汉萍夫

妇二人还表示，将来自己的遗体捐献

后，身后事也要简办，尽可能节约土

地。

仲汉萍、胡瓞华夫妇退休后，热

心社区公益活动，乐于助人，仲汉萍

曾主动响应居委号召，在公交站点当

交通文明志愿者，引导乘客文明乘

车，胡瓞华还是一名社区优秀志愿

者，夫妻二人的正能量也让子女深受

教育。在夫妇二人的影响下，他们的

儿子仲韵、儿媳华欣不仅对他们做遗

体捐献志愿者的决定表示敬意，小夫

妻两人也表示要向他们学习，也相继

填写了申请表成为了遗体捐献志愿

者。就这样包括亲家在内，全家五口

人成为了遗体捐献志愿者，他们的事

迹在当地传为佳话。据悉，仲汉萍家

庭获评2020年度“浦东新区十大最美

家庭”荣誉称号。

2001年12月，章文锋通过层层选

拔，从江苏农村来到了上海，成为一名

普通消防员。二十载扎根基层、二十

载水火考验、二十载初心不改，他用担

当和奉献坚守着许党报国的坚定信仰

和忠诚本色。

2016年 8月，黄浦江上一艘装载

了 5000吨沥青的货轮机舱发生火灾，

船舶火灾救援空间小、烟雾大、能见度

低，扑救难度非常大，而且，船上还有

人员被困，情况万分危急。“我火场经

验丰富，我上！”章文锋主动请缨，带领

攻坚组人员进舱搜救。“当时章班长带

领第一组人员进舱内攻，用最短时间

搜救出了被困人员。”把被困人员救出

后，章文锋的空气呼吸器也几乎耗尽，

头盔被烤到开裂，战斗服的肩部也被

烤得发黄，他没有休息，而是换上新的

空气呼吸器后，转身再次深入船舱内

灭火。

经过 20年的锤炼，章文锋从一名

新兵，成长为经验丰富、素质过硬的消

防救援尖兵。他先后参与了 9000余

场灭火救援战斗，救助人民群众上万

人，他始终战斗在应急救援最危险的

地方，出现在人民群众最危难的时

刻。章文锋常说：“消防员的责任就是

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

量。当灾难出现的那一刻，我们消防

员就应该有能力、有勇气、有魄力去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平日里，在位于上南路耀华路路

口的“雷锋驿站”，也总少不了章文锋

的身影。章文锋把自己最美的青春献

给了最爱的事业。他决心继续根植

“忠诚之心”、践行“奉献之行”，谱写更

加辉煌灿烂的新篇章。

2022年3月16日12时许，气温上

升至 28摄氏度。正当公利医院的医

护人员在浦兴路街道一小区内为居

民做核酸采样时，一位身穿防护服的

“大白”突然晕倒在工作台上，这名

“大白”就是浦东新区公利医院消化

内科护士长陈蓓。

陈蓓所在的社区两天前被封控，

她担心回家隔离影响工作，已经在医

院连续工作两天，收到外采的通知

后，她没有丝毫犹豫，连续工作 36小

时，但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最终过

度劳累，晕倒在工作台前。

护理部教研室副主任周李娜带

着后援队员赶到现场后说：“在她晕

倒那日，负责的小区6点开采，她在医

院凌晨 3点便开始做准备工作，11点

半的时候她打电话要增援，我听她声

音不对，问她怎么了，她却什么也没

说。”周李娜带着后援赶到，才知道陈

蓓已经晕倒在地。周李娜说，“我的

眼泪哗地一下就流了下来。”跟陈蓓

搭档的小护士陶冬梅眼圈里也含着

泪水。

同事们撕开陈蓓的“大白”服装，

只见里面的衣服已经湿透。之后陈

蓓在居委会里休息了片刻，救护车将

她送回医院。

三年疫情，她错过了孩子珍贵的

三年初中，在孩子需要妈妈陪伴、照

顾的时候，她总是忙碌于一线抗疫工

作中。她用实际行动与医院医务人

员共同构筑起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第一道防线，践行了“一切为了人

民健康”的医者初心，她是勇于担当、

冲锋在前的先进表率，是逆风前行的

健康勇士。

3月 28日起全市进入静态管理，

疫情到了最为严峻阶段。何振强是派

出所社区民警，防护服、自行车和扩音

器成为了他的“战斗”装备，何振强日

夜骑行穿梭在各个社区，查看居民遵

守防疫规定情况，检查封控管理执行

力度,让静态管理落到每个角落。“自

行车警察来了！”申城佳苑周边商铺的

店员们纷纷这么称呼他。居民看到这

个穿警服的社区“居民”一直在他们身

边，大家遵守防疫措施的自觉性更高

了。整个疫情防控期间，何振强坚持

每天至各社区巡逻至少三次，督促

1000余名群众返回家中，配合防疫部

门开展核酸筛查 30余万人次，配合转

运阳性患者和密接群众 23人次，把每

个环节都做到了极致。

疫情初期，不少居民因物资准备

不足、看病就医等困难经常向何振强

求助，他有求必应。一个外地居民无

本市医保，何振强联系药店帮忙采购

所需药品；一位老人突发心梗，其女儿

在外区做志愿者，何振强第一时间送

老人到医院就诊并陪同化验检查直到

老人女儿赶到医院；何振强还和居委

同志一起对独居老人逐户慰问并送上

生活物资；一些建筑工人的情绪逐渐

躁动，何振强走进工人宿舍耐心介绍

工地外的防疫现状，督促工地负责方

解决相关生活保障。

“大家有什么困难，我来帮大家解

决”是何振强工作时的口头禅，每当居

民遇到困难，他都第一时间站出来，为

居民排忧解难，帮助协调生活采购事

宜 12次，确保了整个社区防疫执行到

位，群众生活保障到位，各类矛盾纠纷

解决到位。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家住高

东镇试验场村的刘蓉华，就是当地出

了名的孝顺儿媳。

刘蓉华的公公黄张宝，1976年查

出患膀胱癌，前前后后做了十二次手

术。丈夫在外忙，每次手术都由刘蓉

华陪伴和照顾。刘蓉华说，公婆有什

么事，作为媳妇理应尽责。

前年春节前，公公病重卧床不

起，大小便失禁，刀口发炎一直流着

脓水。病重的几个月，她和小叔子一

起帮着公公擦洗、翻身、换内衣和尿

不湿。小叔子不在时她便一人帮着

擦洗。由于刀口发炎，一直流着脓

水，每天必须早晚两次帮公公消毒换

药。刘蓉华不怕累、不怕脏、不怕臭

照顾着老人，由于照顾得好，公公的

伤口没有再被感染。患癌症的公公

能快快乐乐活到88岁，与刘蓉华这个

不是女儿胜似女儿的儿媳妇劳心劳

累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丈夫去世前，一直在外忙工作，

家中的重活、脏活都是刘蓉华一个人

挑。丈夫去世后，她对公婆更照顾有

加。婆婆有一次不慎骨折，终日躺在

床上，动弹不得。晚上婆婆起夜，刘

蓉华想出一招，用一根绳子牵着婆

婆，晚上有事，婆婆只要一拉绳子，她

就会醒来。

刘蓉华的婆婆今年89岁，小毛小

病不断，身体稍有不适，她就主动陪

伴去七院就医，即使去卫生社区中心

配药，也跟进跟出，像亲闺女一样，有

好吃的总不忘给婆婆送上一点。公

公刚去世那段日子，她怕婆婆孤单，

每天晚上总要陪婆婆看看电视，唠唠

家常。

2003年，奚巧红的父亲突发脑溢

血。当时，奚巧红的丈夫在外地工作，

母亲和妹妹身体也不好，而父亲住院

更需要照顾，就这样奚巧红独自一人

挑起了照顾患病父亲的重担。

住院期间，因为父亲完全丧失生

活自理能力，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全靠

她一个人伺候。半年时间，因为经常

性睡眠不足，她白天站着都能睡着，好

几次都差一点摔倒在医院，那段日子

也是她最难熬的日子。父亲身体重，

每次帮父亲翻身换一次尿布，她都要

出一身汗。但是，奚巧红没有退缩，也

没有怨言。然而祸不单行，因为长期

卧床，2009年，父亲又患上前列腺炎，

前后做了两次手术。在奚巧红的精心

照料下，父亲的病情稳定下来，从

2010年起，奚巧红在医生的指导下，

开始帮助半身瘫痪的父亲做康复训

练。“人老了就如同小孩子，甚至比小

孩儿还敏感，平时的一言一行都得注

意，稍不留神老人就会多想。”这是奚

巧红多年来的切身感悟。

一开始，父亲对康复训练非常抵

触，只想破罐破摔，奚巧红就像小时候

父亲哄她一样，总是笑着哄着父亲，帮

助他做康复训练，从最初的简单运动，

到起床站立，再到引导父亲训练行

走。奚巧红说：“父母一辈子不容易，

现在他们都被病痛折磨，做儿女的一

定要多理解、善待，这是我们的本分”。

就这样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康复

训练，原先瘫痪在床只求一死了之的

父亲，现在每天不仅能够自己吃饭，还

可以拄着拐杖独立行走了。连医生都

说是奚巧红的毅力和孝心创造了奇

迹，让85岁老父亲重获新生。

仲汉萍，男，1952年7月出生，群众。

胡瓞华，女，1956年11月出生，群众。

一家五口申请捐献遗体展现大爱 赴汤蹈火砺尖兵 坚守初心铸忠诚 晕倒的“大白”最美

陈蓓，女，1977年7月出生，群众，上海市

浦东新区公利医院消化内科护士长。

章文锋，男，1982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

浦东新区周渡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

守护每一位居民

何振强，男，1976年7月出生，中共党

员，孙桥派出所社区民警。

好儿媳33年如一日孝敬公婆

刘蓉华，女，1952年4月出生，群众，高

东镇试验场村村民。

19年如一日照顾患病父亲

奚巧红，女，1966年9月出生，群众，万祥

镇万宏村万五4组村民。

“我奉献 我快乐”

张滨海，男，汉族，1955年6月出生，中共

党员，金桥镇佳虹居民区居民。

在金桥镇佳虹居民区，说起张滨

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少妇孺都

会竖起大拇指夸上一阵子。

十几年来，张滨海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宗旨，积极融入社区、服务社区、奉

献社区，参与平安、环保、助老、消防、

交通、文明创建等各类志愿活动，充

分发挥着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深受居民群众的爱戴。

2010年以来，张滨海一直担任浦

东新区的市民巡访团成员。他经常

走街串巷，奔走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2021年 9月，在全国文明城区复评迎

检过程中，张滨海更是不辞辛劳，穿

梭于各个点位，对表对标、查漏补缺，

用敏锐的眼睛去发现创评迎检中存

在的不足，努力为浦东创城成功补上

每一个漏洞。

张滨海还长期从事各类志愿服

务。在2020年疫情防控中，张滨海第

一时间投入到志愿服务中，参与社区

口罩分发、门岗值勤、楼道消毒、人员

排摸、普及防疫知识等工作，严把社

区防疫关，筑牢社区防疫墙。他还为

在隔离期间的居民送快递、倒垃圾，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为社区

防疫安全作出了贡献。

在日常生活中，张滨海孝敬父

母、关爱子女、家庭和睦。他的家庭

也被金桥镇评为“最美家庭”和“五好

家庭”，在社区中起着良好的示范引

领作用。

张滨海也一直说，他所做的这些

都很平凡。但就是这些微小而平凡

的举动，造就了金桥镇和谐共荣的美

好环境。

白发伉俪当居民健康“守护人”

傅忠堂，男，汉族，1947年10月出生，中

共党员。

年过七旬的老党员傅忠堂是川

沙新镇华宇居民区银华苑小区居

民。15年来，老傅和爱人坚持做一件

事：义务为小区居民量血压并记录在

案，当起了居民健康“守护人”。

15年前，邻居因高血压引起脑出

血突然离世，让老傅颇为触动，他了

解到，高血压这样的老年常见病，如

果能坚持根据医嘱服药、做好血压监

测，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意外的发

生。老傅和老伴一合计，马上自掏腰

包买来了血压计、听诊器，当起了小

区居民的血压“守护人”。家住一楼

的两家邻居还主动腾出家里的客厅

为老傅提供场地。就这样，老傅夫妻

俩办起了“诊所”，他俩一个细心量，

一个认真记。

老傅常说：“把简单的事做好，就

不简单；把平凡的事做好，就不平

凡。忠心为大家做实事，要克服自家

困难还要不断地排除个人功利意识

才行！”十多年来，老傅夫妻俩记录下

来的居民血压记录已有厚厚十多本，

装满了多个文件夹。

在老傅夫妇俩的带领下，参与志

愿服务的人员日益增加，连邻近的小

区居民、外来居住人员也积极参与进

来，形成了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和谐

氛围，老傅夫妇也成了这个志愿服务

队的“团结之星”。

在为邻居服务的日子里，老傅

说，“我和老伴肩膀不斜，人靠良心，

树靠根，和谐要靠诚信友善去争！”老

傅用实际行动架起了增强邻里之间

亲和力、凝聚力的桥梁，让居民们感

受到“有品质、有温度、有归属”的幸

福社区气息。

义务为村民送报送信20年

李龙林，1943年出生，群众，书院镇洋

溢村村民。

在书院镇洋溢村有一位 70多岁

的老人，已坚持 20 年义务为村民送

报、送信，在平凡中写出了不平凡的

伟大。他，就是李龙林。

青年时，李龙林很喜欢写写弄

弄，在村里小有名气，后来镇里成立

“广播站”，李龙林被录取了。1972
年，李龙林得了胆结石，住院、开刀、

又装支架。人生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在家休息养病的日子里，看到村委会

里有许多报刊信件没人送，有的报纸

和信函积压了好几天。出于热心和

职业的习惯，李龙林主动提出由他为

村民送过去。

就这样，李龙林还在养病期间就

忙着把村里的报纸、信件送到村民们

的手里。上班后，仍每天挨家挨户送

信送报，一直坚持到1998年退休。

退休后，老李心里盘算着要发挥

余热，把村里的送报送信这一项工作

接下来，让村民们早日看到报纸、收

到信函。从此，李龙林就像一个正式

报刊投递员一样，行走在洋溢村乡间

道路上，串村走户，足迹踏遍每个角

落，汗水洒遍千家万户，把情和爱送

到了村民的手中。

村民的赞扬声不断传出，但也有

叽笑讽刺的：“这李龙林退休后不去

寻一份工作，弄点外快，却义务送信

报，真傻啊。”然而，更多的人为他点

赞：“龙林好样的，为我们村民做好

事。”

李龙林坚持二十多年做好事，而

且克服多种困难，把一桩好事坚持

做、一直做，被村民们誉为“洋溢村光

荣送信人”“绿衣天使”，李龙林当之

无愧。

立书育人 笔耕不辍

薛敬东，男，汉族，1944年7月出生，中共

党员，合庆镇永红村村民。

薛敬东早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

学中文系。他酷爱研究地方文史，是

上海市语教研究会会员、上海市新研

会会员、浦东新区文史学会会员。

2004年退休后，他将满腔热情投入到

浦东地方文史的研究之中，致力于挖

掘浦东和合庆的革命史、人文史，抢

救乡土文化遗产和史料，用热爱扛起

文脉传承和保护的责任，并作为其毕

生的信念和追求。为搜集、考证史

料，除翻阅大量志书文献、档案资料

外，三十多年来，薛敬东顶酷暑、冒严

寒，实地踏访调查，奔走于抢救地方

文史资料第一线，梳理历史演化脉

络，记载发展变迁轨迹，力求史料的

真实性和延续性，以弥补文献记载的

不足。合庆每一处有年代的古建筑、

古往至今的名人轶事、合庆历史上发

生的重大事件，他都是“门儿清”，个

中渊源都能娓娓道来。他的诸多考

证成果、原创作品被社会各界认可，

陆续刊登于《浦东文史》《浦东文博》

《今日合庆》等书刊，发布于“天人合

庆”等微信公众号媒体平台。

老骥伏枥犹奋蹄，如今，78岁的

他，矫正视力仅0.1，仍笔耕不辍，撰写

原创诗文 300余篇，作品总量达 40余

万字。作品发表于《浦东时报》等多

个主流报刊读物，荣获上海市民文化

节二等奖等数十项荣誉。其业绩被

录入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华名人大

典》（当代卷）。

为表彰薛敬东在社会事业发展

中所作出的贡献，合庆镇授予其

2018-2020年度第三届“合庆好人”荣

誉称号，其优秀事迹收录于学习强国

上海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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