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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再出发

一切，只为热爱

——
— 记历城二中道德模范仇云龙
罗素说：“在一切道德品质中，善良的本性是世
界上最需要的。”
做事不为名，不为利，安于平凡，在平凡中静心
于自己的事务，哪怕是在救人之后也鲜为人知，哪怕
是无私资助贫困生之后也一直是默默默无闻，平凡和
伟大似乎是个矛盾的存在。危难关头，救人一命，他
认为是本分；教书育人，资助贫困，他认为是职责；
兢兢业业，舍家忘我，他认为是义务。他一直都认为
自 己 只 是 平 凡 人 平 凡 事 。 十 四 年 来 ， 早 上5 点 半 离
家，晚上11点回家是常事，十四年来无私资助贫困生
是小事，生死间救人一命也是平常事。十四载栉风沐
雨，十四载砥砺前行，济南市历城二中的仇云龙老师
用十四年的奋斗书写出了自己的青春答卷。
见义勇为——
— 澄波湖里托起孕妇生的希望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炎热夏季的晚上，人们三
三两两都来到了湖边乘凉，禁不住湖水诱惑的人还下
到湖里游泳。在平静美好的下面危险已经悄悄降临，
一个孕妇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湖水的深处，更可怕的是
只 有 孕 妇 一 人 ， 没 有 亲 人 陪 伴 在 身 边 。2017 年7 月8
日，周六晚上，仇云龙和韩秀和老师一起来到济阳澄
波湖，仇云龙老师发现澄波湖里有人在水中挣扎沉
浮，此时溺水者已不能张口呼叫，逐渐陷入昏迷的状
态。就在溺水者命垂一线之时，仇云龙老师不顾及自
己做过手术的身体状况，脱下衣服跳入湖中朝溺水者
游去。救人的过程中脚被扭了，同时也被水呛到了，
仇云龙老师不顾及疼痛，仍向溺水者游去。当到达溺
水者身边时才发现这是一个体型微胖的女士，腹部凸
起很高，(后来才了解到该女子怀有五个月的身孕)。
此时情况万分危急，争分夺秒就是为生命抢时间，于
是呼叫了周围的群众合力将孕妇救助上岸。当时发现
该女士已经昏迷，腹部凸起较高，不敢贸然使劲，只
能进行轻微的按摩。当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声音时，他
又考虑到澄波湖岸边距离马路还有三四百米，救护人
员难以判断溺水者确切位置，仇云龙狂奔到马路去迎
接救护人员，然后和救护人员拉着担架车一路狂奔把
溺水孕妇抬上担架车。随后和医护人员又是一路狂
奔，把孕妇送到救护车上。仇云龙看孕妇渐渐苏醒，
便与同事离开了现场。
事后有媒体采访仇云龙老师：“是什么让您不顾
个人安危奋力施救？”仇云龙老师的回答是：或许每
个人的一生都很平凡甚至平淡，但如果遇到紧急或危
急时刻，我们都应该伸出援助之手，给别人以生的希
望，孔子也曾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或许这就是
“生死间尽显本色”！
无私忘我——
— 带病工作，只为学生安心备考
我们不提倡老师为了工作牺牲自己的身体，但是
当意外来临时，我们的老师往往是选择学生，忽视自
己的身体，这是老师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这是
老师们令人敬佩的职业操守。
2016年6月份体检时，医生神色凝重地建议仇云龙
老师立即到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测，然后省立医院的医
生给予确诊，要求马上住院准备手术。当得知这一结
果，仇云龙老师也很纠结，一边是恶化的病情，一边
是紧张备考的学生，一番思想挣扎后他选择了隐瞒病
情，选择了陪学生们一起奋斗到期末，随后才坦然地
走进了手术室。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仇云龙老师拖着虚弱的身
体再次登上三尺讲台，继续忙碌着繁重的班主任工

敢于创新

——
— 记洪家楼小学道德模范王红霞

作。他遵循历城二中“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校训，兢
兢业业，艰辛付出，换来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他所带的班
级在每次测试中都获得优异的成绩，他个人也因教育教学
成绩突出，获得了多次表彰。
仇云龙老师深知：要想在教育教学方面做出更大的成
绩，让学生飞得更高更远，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
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同时他也相信：只要扑下身
子，弯下腰来，一心为了学生，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并且
不断学习和创新，就一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
绩。
资助贫困生------奉献大爱，熔铸师魂
2011 年暑假开学，仇云龙老师发现新来的李倩(化名)
同学，瘦弱、沉默，衣着朴素，后来了解到父亲在她牙牙
学语时就去世了，母亲也远走他乡，杳无音讯，从此她与
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李倩曾经诉说她内心的矛盾，她一方
面渴望继续求学，来完成自己的梦想，但是另一面当她看
到爷爷奶奶那消瘦的脸庞，看到那驼起的脊背，听到爷爷
奶奶因为劳累而不停咳嗽声，作为孙女的她，心里好痛好
痛，像是在滴血。她感觉爷爷奶奶为她付出太多了，爷爷
奶奶的衣服都是穿了好几年的，从来不舍得吃一点好吃
的，把所有的都给了她，早已步履蹒跚，满头白发。爷爷
奶奶也该休息一下了。然而当她嗫嗫嚅嚅地把这一决定告
诉爷爷奶奶的时候，爷爷奶奶发火了，从她记事起爷爷奶
奶从来没有向她发这么大火，而这次像是火山爆发，她有
点吃惊了。爷爷奶奶沧桑的脸现出刚毅的神情，两个老人
倔强地决定要把她送进高中的大门。看到这一切，她沉默
了，不敢违背老人的意愿。那一次她哭了，号啕大哭。仇
云龙老师被这个勤奋、要强又懂事的学生打动了，决定负
责孩子高中三年的生活和学习费用，那时仇云龙老师的工
资是3000元左右，同时还要还房贷，以及家庭的开支，孩
子还小，年迈的母亲还有心脏病。但是为了不让孩子辍
学，仇云龙老师和妻子商量每月从工资取出300 多元作为
孩子的生活费，解除了孩子的后顾之忧。对于李倩同学，
仇云龙老师一直资助到其考上大学，帮助她完成大学梦。
而这只是资助贫困生的一个代表。
仇云龙老师时刻铭记“怀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的信念，一直坚信“人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带
着这种理想和信念在自己的教学行为中一直奉行“播下一
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
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的理念。展望未来，他决
心以更昂扬的斗志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在教育教学中挑
战自我，超越自我，让自己的生命在不断奉献中折射出青
春的光芒！

打造芦南新模式

——
— 记港沟街道芦南村道德模范贾虎平
贾虎平现任现任历城区港沟街道芦南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芦南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历城区
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近年来带领全村群众、合作社
成员，勇于开拓创新，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山村，建设
成了一个高楼林立、文明和谐的新社区，实现了大家期
待已久的新村梦；全部完成村民土地经营权流转，成立
了芦南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建设完成了水利、道路、
绿化、环保等一系列农业基础和民生设施，使芦南村成
为济南南部山区的一颗明珠。
艰苦奋斗，
村庄沧海变桑田
芦南村地处港沟街道最南端，港九路以东，与锦绣
600余人，人均耕地不到一亩。
川群山相连。村民190户，
以前港沟人一提起芦南村就两个字：偏、穷。全村山多
地少，土地贫瘠，村民私采乱挖、无序放羊，导致山体裸
露、植被破坏，村庄破烂不堪，污水遍地。
为改变老村旧貌，贾虎平聘请规划设计院对新村
进行选址和规划，积极争取到了国土资源部“芦南村城
增农减土地挂钩”项目。投资7600万元高标准建设村民
安置楼40000 平方米，村民全部迁入新居，完成了村庄
迁 移 ，实 现 了 村 民 期 待 已 久 的 新 村 梦 。2015 年 ，投 资
3000多万元将旧村复垦新添土地127亩，获得国家专享
奖励资金3810万元，为打造老村经济开发区创造了基
础性条件和发展空间。
为解决村民私采乱挖、破坏环境的问题，用经济补
偿友好协商的方式，关停了村里的五个采石场、一个石
子厂和两个石灰窑，全面禁止上山放羊，发动村民开展
了大规模的荒山绿化工程。栽植果树三万多棵，栽植红
叶、柏树二十万棵，荒山绿化率达到85%。在水利方面，
创新采用混凝土施工技术，投资1000多万元，建成了11
3座水库和泉子峪水利一期、二期工程。号召
个拦水坝、
全村移风易俗，发动党员干部给群众讲道理、做工作，
对影响发展环境的零散坟墓妥善集中安置，既方便群
众祭拜，又美化了自然环境。为了使村民老有所养，村
里筹资200万元建起了敬老院，并每月给年满60岁以上
的老人发放退休金，每天免费为村里的老人提供午餐，
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牢记使命，
敢于创新，
打造芦南新模式
贾虎平全面落实芦南村“一个创建，两个坚持，三
个确保”的发展理念。其中“一个创建”就是创建芦南村
“两委会+合作社+企业”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村民用
土地经营权作为股份积极加入合作社，入社率达100%。
“两个坚持”，就是坚持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主体责任，带
领大家改革创新，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和经济分配机制，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创造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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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资的大好环境，为企业的做大做强保驾护航。
“ 三个确保”，
就是确保全村社会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确保企业的根本利
益可持续增效，确保村民就业经济可持续增收。通过上述工
作，逐步完成芦南村农业化向多产业化发展的转型。合作社
成员对发展思路听得明白，干得带劲儿。
敢于担当，
面向未来，
绘就芦南新篇章
芦南村科学规划，拟投资2亿元建成集农业生产、观光旅
游、休闲疗养、传统食品以及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为一体的芦
南村综合性现代田园综合体。园区包括六大项目：一是以入
选济南市首批郊野公园试点单位为契机，打造济南云台山郊
野公园，依托泉子峪、桥峪、莲花峪等景区，建设悬崖观光栈
桥、林荫小路，为济南市民打造高品质微度假、慢旅游目的
地；二是充分利用老村址200亩复垦耕地，建设一处现代化、
高标准的农业开发综合体，引进太空有机蔬菜等高科技农产
品，兼具果品采摘和花卉繁育，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三是依托
芦芽岭古村落、道教“芦芽真人”遗址和两棵千年唐槐，打造
生态旅游休闲疗养基地，建设园林式的经典疗养民宿和一处
集绿色传统食品品尝、休闲疗养住宿为一体的高端民宿体验
基地；四是依托本村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云台寺、摩崖石刻
造像等古迹，修复原有的云台古寺，毗邻完善其他教育设施，
打造济南高端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五是开发玉漏泉、青龙泉、
白虎泉等名泉，结合现有的水利设施，围绕泉水这个主题，打
造一处瀑布观赏、泉水体验、亲山乐水的旅游景观；六是利用
南部山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山东省农科院联合建设红
薯、丑梨、牡丹种植示范基地；以传统工艺生产当地纯正地道
的石磨面粉、泉水豆腐、鲜地瓜粉条等传统食品，打造集生产
工艺参观、产品展示体验、网络销售为一体的研发生产基地。
通过综合体的建设，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全体村
民实现共同富裕。

右一贾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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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城区洪家楼小学语文教师王红霞说：“如果用一个词诠释我对
事业的理解，就是热爱。热爱使我永恒青春的学生，热爱使我昂然行
走的语文，这是我生命不息的火种。”从教二十余载，亲生如子，教
书育人，她是学生心中最可亲的“教师妈妈”。
上课铃响起，当王红霞精神饱满地站在讲台上，当那极具穿透力
的声音响彻在教室里与每个孩子发生共鸣时，外人很难看出，王红霞
是一位身患癌症的人。因为长期服药带来的并发症，王红霞几乎每日
都会受到各种病痛的折磨。但是只要踏进教室，她的眼睛就会放光，
仿佛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她的生命在课堂上焕发出光彩，带给学生强
烈的感染力。
“作为老师，站在这里，就应该是一种力量，我要让学生感觉到
老师的精气神，而不是一副病态。”王红霞说得很坚决。当眩晕跌
倒，摔断三根肋骨；当胃溃疡频发，连夜急诊；当椎间盘压迫神经，
疼痛难眠……她都携一身灿烂阳光，依然笑着站在讲台上，以饱满的
热情投入工作，全然忘却了自己是一个病人。
她在全区率先进行《读说写》课堂实验，先于部编教材一年实践“先
识字后学拼音”，独创“诗言画语”课程，自主开发教材和辅助资源，自主
编制评价手册，取得显著成效；她引领老师们进行教育教学的研究和实
践，主持校本课程教材《读说写》的开发和编写，助推老师们向语文教学
的纵深进行探索；她独自编写配套作业《读说写》作业十几本，精准对接
学生思维与表达能力的培养，实现“备课，上课，作业”一体化；她将课外
整本小说阅读纳入课程，低年级学段完成三部长篇小说的课堂教学，引
领孩子们畅游阅读的天地；她研究孩子们的心理现状，从儿童的角度进
行备课，常常到深夜还在继续。每本作文她都修改到三、四十处,然后写
下一百多字的鼓励性评语。嗓子累得溃脓感染说不出话来，她就晚上输
液第二天依然精神饱满地站在孩子们面前，依然努力地发声让每一个学
生听清楚，孩子们心疼地叫她“教师妈妈”。
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王红霞尝试将语文学习和美育结合，培养
学生“讲究”学问，改变自我。王红霞班上有一个特殊的孩子小明(化
名)，由于幼年父母离异，从小跟奶奶生活在一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皮孩子”。“我从一年级开始教他，孩子有明显的暴力倾向，喜欢
跟别的同学打架、骂人，别的同学都疏远他。”王红霞心疼孩子的境
遇，她着眼孩子的未来，决定先教小明做人。王红霞细心呵护孩子生
活，准备可口的食物，她每天细致地观察小明，寻找他身上的每一个
优点，并将其放大。渐渐地，小明开始捡起地上的书，拾起地上的垃

小鲤鱼跃龙门

圾，再后来，周边同学有身体不舒服的，小明第一个跑到身
边帮助……“现在，他是我们班上最善良、最有人情味的孩
子……”接下来，王红霞又开始在他的学习上下功夫，每天
单独为他开小灶，学习上的点滴进步及时颁发“奖学金”鼓
励。现在那个打开书本就头疼的小男孩，竟然会在课间，抱
起书本主动找老师补课……
“孩子都是好孩子，我要做的，就是将孩子带到有阳光
的地方。”王红霞说。在王红霞的爱护下，孩子们的内心始
终被爱与明媚充盈着。
王红霞从来不会放过课堂上学生的任何沉默，也善于捕
捉这种沉默。“每当学生沉默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思维出现
难度的时候，也是学习真正发生的时候。”
让没有举手的学生回答问题是王红霞的课堂小窍门。
“当我看到他走神的时候，就叫他起来回答问题，如果回答
不上来，其他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有意识地去听，这
样就会有所收获。”
全方位的关注，全身心的付出，助推着孩子们以快乐的
姿态奔跑，孩子们喜欢王红霞幽默风趣、包罗万象的课堂，
在全国、省市公开课教学中，他们思维的灵性绽放让与会专
家惊叹不已。

锦鲤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
— 记唐王街道道德模范蒋世波
32岁，中共党员，历城区鲁泉锦鲤养殖场总经理。他踏实
蒋世波，男，
发展。渔场2019年流转了208亩土地，计划投资1 . 2亿元，全新升
肯学、敬业实干、苦钻业务、敢于创新，创业十余年，始终以坚定的理想信
级打造唐王锦鲤产业园，现已经成功注册“唐王锦鲤”品牌。
念和饱满的创业热情投身于热爱的锦鲤事业。
蒋世波创立的鲁泉锦鲤养殖场被评为济南市现代渔业示
“说起与锦鲤的缘分，那还是2007年考上青岛农大，从校园人工湖里
范园，并成为青岛农业大学教学科研与学生实践基地；蒋世波
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大学生创业者”;考取了中国首批锦鲤评
见到锦鲤的第一面起，就喜欢上了它，至今结缘10多年啦！”蒋世波说。
2017年在第十七届中国锦鲤大赛上夺得全场总合桂冠；
审师；
蒋世波靠着自己的勤学，2011年毕业时，有6家公司向他伸出“橄榄
同年荣获“济南市劳动模范”称号；2018年5月被授予“山东省
枝”，那一张张在多数人眼里都非常有吸引力的邀请函，却都被他一一谢
2020年7月，鲁泉锦鲤产业园荣获第四届
绝了。因为他早已笃定了回家创业的信念。
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2009年，蒋世波向父母借了2万块钱，在农村老家唐王镇井家村建了 “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选拔赛暨第五届山东省创业大赛济
南赛区返乡入乡创业组一等奖。
两个养殖池，开始尝试养鱼。当年寒暑假，蒋世波孤身一人南下上海、福
蒋世波说：
“ 一条鱼苗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长为一条漂
建、广东、深圳等地的锦鲤养殖场学习实习，开阔了眼界。次年初，蒋世波
在父母10万元的支持下，又东拼西借了50万元，建起了6个专业养殖池， 亮的鱼，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人生又何尝不是呢？返乡创
承包了15亩鱼塘，买了20条种鱼。同年6月建设成立了济南鲁泉锦鲤养殖
业就是要自己成长的同时帮助他人成长，带动产业发展，助力
场。
乡村振兴。小产业，也可以承载大梦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年10月15日，蒋世波带着他精心养殖的一条
锦鲤，在济南首届锦鲤大赛上一举夺得“选美冠军”，并当场拍卖出了58
万元的天价。获奖后的蒋世波为打造产销一条龙，完善产业链，在市区开
了自己的水族店。
平时，他在店里张罗生意，养殖场则由父亲代管。但他万万没想到，
水族店开张不久，养殖场就出了状况。2012年4月的一天晚上，父亲给蒋
世波打来电话，说养殖场莫名死了好多鱼。焦急万分的蒋世波抓紧赶回
养殖场进行处理。这次意外让蒋世波损失了四五十万元，也差点让养殖
场夭折了。他不得不关掉水族店，专心管理起养殖场。
蒋世波依托养殖场得天独厚的优势，研发了溢流和滴流相结合的过
滤方式，与母校合作承担了多项课题研发和发明专利，并开发了繁育、饲
料加工、水族器材以及寄养等盈利模式。身为农村走出来的一名大学生，
面对创业，他遇到的困难数不胜数，但凭借执着的精神，最终铸就了成
功。
2019年，渔场带领井家村12户村民一起养殖锦鲤，降低农业生产劳
动强度，提高了土地单位面积的产值，项目已经成功运转，年化亩效益能
达到1万余元。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唐王采摘、旅游，带动农业经济的

身残志坚

为慈善事业倾情奉献

——
— 记郭店街道道德模范吕多福
71周岁，郭店街道十里堡村村民，现任济南福
吕多福，男，中共党员，
泰热处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多福做为土生土长的郭店人，在发展壮大
经济力量的同时，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连续十多年为残疾人、贫困户捐
款捐物，为慈善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
吕多福是个志向远大、意志顽强的人。从1971年至1986年先后创办
了农机修配厂、电镀厂、细粉丝厂、拖拉机运输队、砖厂、花岗石厂、针织
1993年在郭西村合股建立
厂，生产的羊毛衫、羊毛裤销往市区各大商场。
了一处铸造厂。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创业的关键时期，吕多福在一次意外
事故中被烧伤，烧伤面积达83%，在中心医院住半年才得以出院。因右耳
膜烧穿、右眼角膜烧伤致残，又在省立医院接受了一年多的治疗。出院后
在家疗养了三年多，烧掉的头发还盖不住头上的伤疤，当时的他经常有
悲观和绝望的心情。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吕多福
重拾了生活的信心，又顽强地站立了起来，成立了济南福泰热处理有限
公司，现今产值达2000多万元。
吕多福在致富的同时，一直惦念着村里的乡亲，一直默默关注着当
地的慈善事业，坚持致富不忘贫困户，发财不忘残疾人。在国家出现自然
灾害时经常捐款捐物，被原郭店镇党委授予“援助灾区、无私奉献模范”
称号。连续十多年，每到春节时为村里30多名残疾人每人补助100元，80
岁以上老人每年150元，吕多福说：
“ 我体会到残疾人的心情和难处，送点
心意让他们过个好年”。每逢教师节对村小学赞助资金，帮助村里的贫困
学生上学，让他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被村授予“尊师
重教模范”称号。连续三年为街道残疾人捐助了10万元。吕多福注重企业
诚信建设，连续8年被授予文明诚信优秀会员企业。
2019年儿童节前夕，吕多福找到郭店街道扶贫办主任陈莉莉，
“ 我能
为孩子们做点啥？”简单的话语透着浓浓的爱意。陈莉莉为他这种无私奉
献的精神所感动，立即联系了郭店锦平小学。吕多福在儿童节当天给贫
困家庭的孩子们送去了书包、铅笔盒等文具，和孩子们一起过了个温馨
的儿童节。为了让辖区贫困家庭过上一个温暖、幸福、祥和的春节，2020
年1月14日下午，吕多福从莱芜新厂赶回郭店，花费5000元钱，给家乡的
贫困户送上花生油、面粉等慰问品。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
责任为先，第一时间就联系到郭店街道慈善分会，说：一方有难、八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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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lcxwzx@126 .com

援，全国人民都在驰援武汉，我们的国家也在经受着疫情严峻
的考验，我必当有所作为，助力武汉人民抗击疫情。这位70多
岁的老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立即通过银行将10000
元爱心款汇到慈善总会账户。
有人说他：
“ 你现在事业有成，还管那么多事，图个啥？”吕
多福告诉大家：
“ 在事业高峰时受到重创，身体也有了残疾，我
能体会在人生低谷时的那种绝望和痛苦，我就想以我的微薄
之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拉他们一把，告诉他们生活还
有奔头，好日子还在前面等着大家。”
吕多福虽然身有残疾，却有着高尚的人格和奉献的灵魂。
每帮他人做一件事，他都会有一种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幸福
感。他的心底流淌着爱，这爱滋润着每一位被关爱的人的心
田，这爱是社会文明与道德的根基，也是城市和谐与文明的强
音。他不计付出和回报，全心全意地为残疾人和贫困户贡献自
己的力量，他说，一定会坚守初心，把慈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和父老乡亲携手共赴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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