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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雅萍 王依玲 沈佳

35 岁时，丈夫突然瘫痪，
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八口之
家，拉扯大 3 个儿子；半百之
年，二儿子遭遇车祸变成植物
人，她用一个母亲的坚强执着，
终于让儿子又站了起来。

横林镇村民戚菊媛这辈子
遭遇了太多磨难，然而回首自
己 75 年的人生，戚菊媛却笑着
说：“人的命运要靠自己！”

1982 年，丈夫徐坤海因脊
椎患重疾导致下半身瘫痪。对
于戚菊媛而言，这无异于天塌
了。环顾全家，除了她自己，其
余皆是“老幼病残”——家中上
有体弱多病的公公、手有残疾
的伯父、智力障碍的伯母 3 位
老人要赡养，下有 3 个幼子需
照顾，大儿子那年才 7 岁，八口
人的生活，怎样才能维持下去？

“坤海这个顶梁柱倒了，我
不能倒，今后我就是家里的顶
梁柱！”看似柔弱的戚菊媛，却
有着一股惊人的韧劲。她把一
天当成两天用，除了照顾家人，
其余时间都用来种田、养猪、养
鱼、育珍珠⋯⋯靠着一双手，她
把农活干了个遍。八口之家就
像风雨飘摇中的一条破船，在

戚菊媛这个坚强掌舵人的带领
下，闯过了急流险滩。

三个孩子渐渐长大，三位
老人也在戚菊媛尽心尽力的侍
奉下，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岁
月。虽然日子过得异常艰苦，
但戚菊媛相信最苦、最难的日
子就快要熬过去了。

然而，命运再一次给了戚
菊媛致命一击：1999 年，年仅
22 岁的二儿子徐进元去镇里
参加义务插秧，回家途中遭遇
重大车祸，昏迷了 4 个月，丧失
全部行为能力。

二儿子出院回家后，戚菊
媛面对的是长年瘫痪的丈夫、
近 200 斤的植物人儿子、10 多
万元的债务⋯⋯51 岁的她没
有时间去悲叹命运，而是打起
全部精神照顾父子俩：每天 6
次喂食、3次按摩、2次擦身，换
衣洗被，刚给丈夫按摩完，转身
又要给儿子擦身。

日复一日，儿子身上没长
过褥疮、四肢肌肉没有萎缩。虽
然脑部严重受损导致记忆丧失，
但有一样东西他却没有忘，那就
是围棋。戚菊媛就利用围棋帮
儿子锻炼手部肌肉和大脑的记
忆力。几个月后，儿子竟然喊出
一声“妈妈”。渐渐地，儿子可以
慢慢伸展四肢、尝试着下床站

立、被搀扶着一步步走路，全身
机能渐渐恢复到原来的五成，戚
菊媛用伟大的母爱创造了生命
的奇迹。

不仅是家里的顶梁柱，在
村里，戚菊媛也深受村民的信
赖和尊重。自1980年起，她担
任镇西村瑶墩头妇女组长，一
干就是42年。如今，戚菊媛仍
然坚守在岗位上，虽然不会使
用智能手机，但是全组村民的
情况都能了如指掌，妇女工作
一丝不苟。

戚菊媛的优秀品质深深影
响了孩子。大儿子毕业后成为
了一名优秀的教师，小儿子也
深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全家
人都乐于帮助邻里、孝老济
困。大儿子常常免费帮同组村
民修理电视机、收音机等家电，
在他们一家人的感染下，全组
邻里相亲，一片和睦。戚菊媛
先后当选为武进区第八、九届
人大代表，获得武进区农业先
进生产者、武进区百优“文明市
民”等称号，他们一家也被评为
第三届常州市文明家庭。

“常州市文明家庭”戚菊媛家庭

“破船”幸有掌舵人，闯过风暴是晴天

■常工宣 秋冰 文 胡平 摄

在刚刚结束的高考和中考
保电期间，“80 后”王滨和班组
成员每天都特巡 10 千伏新东
线等总共 18 条中高考保电线
路，有些线路还要采用局部放
电检测等方式，排查配电设备
的安全隐患。

领 衔 这 项 工 作 的 王 滨 ，
1999 年入职国网常州供电公
司，23 年来靠“铁脚板”走出了
自己的精彩人生：在配网作业
中，实现 8 万余次操作“零失
误”，5000 余次检修“零违章”，
成功处理配网各类故障 6000
余起；荣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
章，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2020 年成为江苏省电力
系统内获评配电电缆高级技
师“第一人”，今年又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王滨从一线巡线员一路走
来，现已成长为城北配网运检
站班长。他所在的班负责管辖
我市城北供电线网，供电线路
总长达 3326.68 公里。为提高
管辖区域线路的供电可靠性，
王滨大力提升配电自动化系统
实用化，积极参与线路网架结
构的分析，在杨元线业扩迁改
工程中，改变原本 33 个配网变
压器计划停电 7.5 小时的施工
方案，按照“能带不停”原则，协
调不停电作业从简单拆搭向综
合不停电作业靠拢，实现杨元
线 迁 改“ 零 停 电 ”。 2019—
2021 年期间，王滨所管辖的城
北地区的计划停电时户数下降
了86%。

供电可靠性的大幅提升，
离不开王滨带领班组实施的一
个又一个创新项目。截至目
前，王滨主持的科技创新项目
有9项，参与攻关项目20余项，
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 项、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4 项，无

线无源测温、干式变压器基础
噪音控制等创新成果都得到转
化，累计创造经济效益上千万
元。其中，模块化速成电缆井、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电源服务体
系等应用成果相继获江苏省电
工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精诚为人、精细做事”是
王滨的座右铭。除了主持创
新 项 目 ，抢 修 故 障 和 抗 疫 保
电，王滨每次都带领同事快速
响应。3 月 14 日 18 时 58 分世
茂香槟湖小区失电，经检查确
认该小区变电所内一个高压
柜发生故障后，王滨带领班组
采用故障点隔离方式，把这路
用电负荷转移到第二路电源
上，先为小区居民送上电。随
后，王滨与班组员工投入故障
抢修，经过大家的通力协作，
该故障终于于次日凌晨 1 点得
到了解决。今年 3 月中旬至 5
月上旬我市疫情防控期间，王
滨与班员落实 24 小时抢修值
班制度，每天特巡 11 条涉及防
疫保电的配网线路，保障 1 家
防疫机构、3 家医院、4 家防疫
隔离酒店以及 1 个集中隔离点
用电。

个人的力量有限，团队的
力量无穷。王滨作为班长，努
力结合管理学中的“平衡轮”
理论，不断探索配电班组管理
新路子。他把员工工作素养
映射成一个“圆”，等分成责任
心、凝聚力、技能水平三部分
进行考核，并为每个人“量身
定制”技能提升方案，促使班
组成员整体素质得以平衡发
展；同时王滨还主动兼任配电
运检培训师，至今开展技能提
升培训 386 课时，通过“传帮
带”方式，培养了一批配电运
检人才。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滨

23年配网作业“零失误”

■王婷 葛文俊
芮伟芬 图文报道

本报讯 6 月 20 日，溧阳
城发集团下属客运公司 13 名
党员来到当地献血屋，共献血
3000 毫升，并捐献 2 个血小
板，以此来向党的生日献礼。

溧阳城发集团下属客运公
司在做好安全规范管理，不断
提升优质服务质量的同时，主
动承担社会公益责任，重视引
导和鼓励职工发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每年积极组织职工参与无
偿献血活动。在 2020—2021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公示
名单中，该公司有 6 人上榜，其
中 4 人为“国家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2 人为“国家无偿献

血奉献奖铜奖”。
截至目前，该公司共有 8

人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4 人获得铜奖。其中，公交
司机蒋福才坚持 10 年不间断
献血超百次，献血量 30400 毫

升，两次被授予“国家无偿献血
奉献奖金奖”荣誉称号。

公司还对持有“无偿献血
荣誉证”的爱心市民实行免费
乘车，支持爱心公益事业，传播
文明，传递正能量。

无偿献血，一家企业8人荣获国家级金奖

6 月 21 日，墨缘诗境寄情怀——盛克俭先
生诗作书法展在江苏红荷文化有限公司（通江
南路58号）开幕，展览日期至7月8日。

常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盛克俭以今年抗
疫见闻感想为主要内容创作了多首诗词作品，
32 位本市书家就这些诗词创作了 46 件书法作
品进行展出。

展出结束后，盛克俭和所有书家将把展出
的部分精品力作无偿捐赠给常州档案馆永久收
藏。

■黄钰 周锦华 图文报道

盛克俭诗作书法展举行

人

溧阳城发集团下属客运公司党员义务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