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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张超凡在微信朋友圈留言：世上
没有“躺赢”的捷径，奋斗的路，每一步都
算数。这就像是她的青春写照，用脚踏实地
的奋斗，描绘着人生蜕变。

一出生便缺失左臂的张超凡，曾因自己
的“与众不同”而困惑，家人的鼓励、社会
各界的帮扶，让她在被满满爱意包围中成
长，这也成为她坚定公益之路的原动力。

刚刚考入大学，张超凡便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山区支教，这让她萌
生了教育创业的想法。毕业前夕，成绩名列
前茅、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张超凡毅然放弃保
研的机会，回到家乡创办了东北三省首家国
学书画院。一节公益课上，坐在第一排的李
硕与她积极互动，下课后却哭着跑出教室。

在与李硕的家长取得联系后，张超凡了
解到李硕家庭条件特殊，贫寒的家境让他拿
起画笔的梦想也许只能深深埋在心底。

李硕的眼泪就这样滴在张超凡的心里。
那一刻起，她下定决心，为有需要的孩子扛
起梦想。

于是，2015 年冬天，张超凡用参加益
智类答题比赛《一站到底》获得的奖金，创
办了“超凡梦想公益课堂”，并设立每年30
万元的“超凡公益梦想助学金”，让像李硕
一样的孩子都能有机会为梦想而拼搏。

这一路，一走就是7年。如今，“超凡
梦想公益课堂”已经免费帮助了400多名家
庭特困、肢体残疾、自闭症儿童免费学习中
华传统文化，并在2021 年荣获团中央颁发

的“全国青年文明号”单位。
“奋斗有我，就在吉林”是张超凡的奋

斗缩影。她的创业之路经历了水土不服、招
生瓶颈、三次迁址等起起伏伏，学校也从起
初的书山学府、艺凡艺术教育培训学校，到
占地3.5万平方米的超凡教育集团。

随着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张超凡的公益
之心越来越炙热。组织“超凡梦想小镇”基
地公益项目，打造万余平方米、拥有无障碍
设施的残疾人创业就业基地……张超凡将满
腔公益热忱融入青春奋斗历程，用瘦弱的肩
膀稳稳地扛起许多人的梦想。

为了帮助更多肢体残疾者实现“无障
碍”生活，前不久，张超凡作为科学体验
官，受邀配合一群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测试、
体验新研发的高科技康复辅具——Brain-
Robotics智能仿生手。

在装配中心，张超凡对这次适配充满期
待。但开局并不顺利。因为先天左臂缺失，
起初她对智能仿生手的手指控制没有感觉，
再加之前臂残肢太短，系统暂时无法采集到
信号。经过多次测试后，项目负责人陷入了
沉思。但张超凡不想放弃，她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更多有需要的人享受科学的红
利，而她就是“打破壁垒”的关键一环。于
是，她坚持每天9小时的高强度训练，仅一
个抓握动作就练习了11天。“仿生手识别到
了屈伸信号！”当又一个被抓烂的苹果没有
像往常一样“自由落体”时，张超凡兴奋地
跳了起来，她回忆说，“那一瞬间我仿佛抓
住了新生命的脉搏。”

在接下来的38天里，张超凡开始了更
多新项目的训练，用左手写书法、骑自行
车、放风筝、玩魔方……与此同时，她还在
全国助残日期间公益代言吉林省扶残助学金
项目推广、第二期“手望相助，爱满杭城”
公益项目等，进一步帮助特殊群体“重掌人
生”。

张超凡从不畏惧挑战，她坚信，奋斗是
青春的密码，也是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

这位身残志坚的“90 后”姑娘在奋斗
路上已获得多项殊荣，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
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
对她来说，这些嘉许是鼓励、是关爱，更加
坚定了她在奋斗路上逐梦飞扬的信念，让她
相信前景无限光明。

张超凡

奋斗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本报记者 朱 怡

18日，迎着清晨的阳光，南关区民
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党委书记赵月早早来
到工作岗位。还未坐在椅子上，她便翻
阅笔记本，查看一天的待办事项，沟通
协调居民反映的相关事宜……

这是赵月日常的工作节奏。她坦
言，居民反映的问题，都是急难愁盼问
题，容不得半点拖延。因此，必须加快
工作进度，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换
来更多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刘大娘是辖区里的一位孤寡老人，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是辖区内重点服
务的特殊人群，赵月把她的情况一直放
在心上。走在去往刘大娘家的路上，赵
月告诉记者，她有空就到老人家中走一
走，唠唠家常，了解老人的近况和需求。

见到赵月的刘大娘格外高兴，“我的
困难有人帮、有人管，看到赵书记，我
就像吃了定心丸，心里特别有底。”

为了防止老人在家中出现意外，方
便老人与社区联系，赵月还联合社会组
织，为老人安装了智能监控、门禁监护
设备。老人有任何需求，在家中随时可
以与社区进行沟通。

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温暖民
心。解决好辖区特殊人群的各种生活难
题，一直是赵月工作的重点。

辖区居民李大姐的女儿患有脑部疾
病，双腿不能正常走路。为了照顾孩子，
李大姐辞去工作照顾孩子，家里唯一的收
入就是孩子父亲每月打零工。赵月了解情
况后，积极协调联系人大代表、社会组
织，长期包保帮助李大姐一家，每月捐助
孩子治疗费，定期组织各类社会团体对她
们家庭进行节日慰问帮扶。如今，这一家
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坚定了生活信心。
每次看到孩子脸上的笑容，赵月都觉得自
己的努力值得。

想居民之所想，急居民之所急，解
居民之所忧。九圣祠社区地处老城区，
居民诉求较复杂，日常服务已经满足不
了居民的需求。赵月一直在积极探索，

希望借助更多的力量，帮助社区居民解
决问题。

赵月积极引进优质的社会资源，注
册成立了南关区筑梦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培养优秀的社工人才，将服务内容
项目化，通过政府公益创投的平台，开
展了“三长加油站——助力三长队伍骨
干能力提升”“贫困、残疾家庭青少年儿
童艺术表演学习”“草根社会组织孵化培
育”“筑梦彩虹青少年成长助力”品牌服
务项目，申请政府资金30万余元，解决
了辖区居民的各类需求。

在赵月的精心培育下，“暖心甜橙敬老
爱老”“赤诚之心送医送药”“青春能量校
外辅导”等7支草根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作
用，持续参与社区治理，让辖区居民享受
到了贴心服务，解决了居民个性化需求。

“从事社区工作11年，时间转瞬即
逝。是组织的培养、群众的支持、团队
的协作，让我坚守到现在。每一位居民
的肯定，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是对我
工作的最大激励。我会继续解决好居民
的急难愁盼问题，把民生实事办好、办
实，办到百姓心坎里。”

赵月

用辛勤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本报记者 周 源

18 日上午，地利生鲜同志街店店长孙
殿波来到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询问中
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相关政策。“听说我们这
样的企业可以申请补贴，但具体需要准备哪
些材料？补贴标准多少？我寻思过来问问。”

社区党委书记刘华宇马上解释道：“咱
们长春对受疫情影响面临经营困难、符合申
报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给
予一次性房租补贴和水电费补贴，最高每户
能得到1500 元。你把材料交到社区，我们
上报给街道办事处。”刘华宇一边说，一边
把申领所需资料一项项给孙殿波写在纸上。

每天，刘华宇到社区的第一件事就是与
工作人员确认好要为居民解决的事项，再逐
一压实压牢。

“疫情期间她的电话都成民生热线了，
为了协调工作和解决居民困难，真是一刻不
停地在通话。”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蕊说，“自
疫情以来刘华宇70多天没回家，她嘶哑的
嗓音就说明了一切。”

“我们今天还有5个检测点要满足群众
愿检尽检、应检尽检需求。”刘华宇告诉记
者，疫情防控决不能麻痹大意和松劲懈怠，
组织居民做好核酸检测仍是社区防疫的重点

工作。
10 时许，她来到位于同志街与西安大

路交会处的一处检测点，查看情况。作为辖
区核酸检测工作的总指挥，无论是三天一次
的常态化核酸检测，还是每天的流动检测，
刘华宇不敢有丝毫放松。社区工作人员劝她
不要啥事都“亲力亲为”，这么多天坚守一
线，“快歇歇吧”。刘华宇一面为同事的暖心
感到欣慰，一面又习惯性地投入到工作中。

“疫情面前没有局外人，在这次战
‘疫’中，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下沉干
部，我们每一个人都冲锋在前，坚守阵地，
没有退缩，尤其是我们社区的党员干部经受
住了严峻考验，在关键时候站出来，非常不
容易。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心企业
家等，他们主动询问社区需求，提供帮
助。”刘华宇说，这些天她也在总结抗疫中
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思考如何将这些宝贵经
验转化成工作动力，成为社区日常工作的一
部分。

“我们想继续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
加强社会基层治理，整合资源，搭建常态化
便民服务平台。先把为老服务抓起来，更好
地服务空巢老人。”刘华宇告诉记者。

在做光明社区当家人这短短几个月，刘
华宇又建立起 50 多人组成的志愿者服务
队，与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结成帮扶对子。
在她的努力下，“悦享生活 美好光明”阳光
行动也随之启动。“区委区政府下大力气为
我们建设了 2400 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
我们打算利用新阵地，实现养老服务供给增
加、社区服务转型增能、社区治理提质增
效。”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刘华宇说，她
作为社区党委书记，引领社区工作自觉融入
到省委“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做
好联系群众的纽带。“我要立足岗位作贡
献，发挥作用勇担当。做好党的方针、政策

‘宣传员’，推动落实的‘战斗员’，社区居
民的‘服务员’，打通密切联系群众‘最后
一米’，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让党徽在基层熠熠生辉。”

刘华宇

扎根基层服务百姓不歇脚
本报记者 张鑫多

“工人不仅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
创新。”这是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高速
动车组制造中心轨道车辆装调工罗昭强
的口头语，也正是他的工作写照。从业
30多年来，他立足岗位创新创造，成为
新时代创新型技能人才的杰出典范、新
时期工人党员的优秀代表和名副其实的

“大国工匠”。
“技术工人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

创造的重要基础。”2020 年，作为全国
劳动模范代表，罗昭强现场聆听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令他心潮澎湃。这
已是他两年来第二次现场接受总书记的
表彰，在201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上，凭借首创的“高速列车整车调试环
境模拟技术及应用”，罗昭强荣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
的高铁工人。

1990年，罗昭强在职校毕业后来到
长春客车厂，成为一名电工。凭借聪敏
好学的品格，罗昭强成为公司4000多台
套国际一流制造装备的“全科医生”，别
人修不了的设备故障、治不好的机器

“重症”，只要他出马就会手到“病”除。
有一次，罗昭强出差归来已是凌晨

2 点多钟，下飞机刚打开手机，一连串
短信就蜂拥而至。原来，公司生产时速
200 公里动车组内饰件的大型关键设备
出现故障，已经“趴窝”三四天。罗昭
强直奔单位，只见他沉着地打开电脑，
简单操作几下，设备立马就动了。

看似神来之笔，其实蕴藏着罗昭强
深厚的技术储备。早在工业计算机技术
刚刚在中国兴起时，罗昭强就开始研究
如何将它应用在电气修理领域。用四年
时间，他自学了西门子、施耐德等控制
系统编程原理。2005年，罗昭强被授予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自此“罗大师”
的名号在厂内传开。

2015年，罗昭强开始从事高速动车
组调试工作。面对复杂的图纸和电气设
备构造，罗昭强的长期技术储备有了用
武之地，在岗位上相继取得4项国家发
明专利、7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00余
项创新成果。

“火箭上天前都能在地面模拟训
练 ， 高 铁 的 模 拟 装 置 还 能 比 登 天 还
难？” 2015年，罗昭强带领身边工友组
建模拟调试团队，仅用三年多时间就发
明了“高速列车整车调试环境模拟技术
及应用”，发明的 CRH5 型车端部模拟
器等调试设备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将制造成本缩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2020年1月，罗昭强研制的“美国波士
顿地铁车模拟调试装置”以每套 100 万
美元的价格成功出口大洋彼岸，一线工
人的创新成果成了海外抢手货！

“一线工人的创新源头在生产一
线，因此更接地气，更易直接创造价
值。”罗昭强感触地说。

尽管已经取得了“全国技术能手”
“中华技能大奖”“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劳动模范”等产业工人的最
高荣誉，罗昭强依然每天奋战在高铁调
试一线，不断创造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
动车组、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时速
400 公里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车组等新
型列车研发调试的成功案例，用一个个
攻克难关的创新成果，使胸前的党徽闪
闪发亮。

“工人是劳动者，也是创造者，定
义中国高铁的质量和速度，需要工人的
智慧。”罗昭强无比坚定地持续创新，为
中国高铁提速发展贡献来自产业工人的
强劲力量。

罗昭强

用创新展示中国工人创造力
本报记者 徐 微 本报通讯员 解绍赫

罗昭强立足岗位，不断创新，成为
新时代创新型技能人才的杰出典范。

张超凡和孩子们一起参加活动。

刘华宇为中小微企业主讲解纾困解难
相关政策。

赵月关注辖区群众的生活难题，用
行动温暖民心。

本报讯 （记者王菁菁 通讯员周辰） 18日，随着
13名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出院，吉大一院二部已实现患
者“清零”，圆满完成定点救治任务。历经58天艰苦鏖
战，吉大一院二部抗疫救治医疗队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感
染者2115人。

吉大一院二部抗疫救治医疗队作为本轮省内疫情救
治“主力军”，承担着基础疾病多、治疗难度大的重症
患者的救治重任。吉大一院二部抗疫医疗队队长由郑杨
教授担任，她三次参加抗疫救治一线工作，被誉为新冠
战场“定海神针”。郑杨带领医疗队，凭借战场历练的
救治经验，采取“关口前移”策略，把救治工作拓展到
重症诊疗专区以外。

救治期间，医疗队成立重症、儿科、妇产科、肿
瘤、老年关爱治疗五大专区，分级、分层、分区精准救
治护理，全方位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97岁
肺癌患者成功“转阴”治愈出院、106岁新冠肺炎患者
成功“转阴”治愈出院……参与救治期间，这支肩负重
症治疗的医疗队不断刷新救治纪录，以高水平医疗技术
接连完成了多轮抗疫挑战。

救治任务完成后，医疗队将进入整队休整。随着医
院全面消杀，将迎接下一步的复诊工作。

鏖战58天 收治新冠肺炎感染者2115人

吉大一院二部
圆满完成定点救治任务

本报讯 （记者李依南） 19日，记者从长春市商
务局获悉，“长春家电嗨购节”即将开启，并将通过
长春市民卡App发放总额1500万元的家电消费券 （第
一轮），以拉动大宗商品消费增长，激发市场活力。

据了解，消费券将于今日20时开始发放，消费者
可在长春市民卡App进行抢券。抢券成功后，消费券即
时存入消费者个人账户内，发完即止。消费券面额分为
三种：第一种面额200元 （满1000元可使用1张）；第
二种面额400元 （满2000元可使用1张）；第三种面额
800元 （满4000元可使用1张）。每种面额的消费券每
个用户限领1张，共计限领3张。

消费券自获得之日起至6月5日24时有效。需在核
销商家使用，单次支付只能使用1张，每天不限制使用
次数。

1500万元家电消费券
即将发放

本报讯 （记者揣晓倩）疫情期
间，如何在减少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
加强五老与青年的沟通联系？一年来
特别是近三个月来，市关工委以网上
火炬计划为探索，发挥青年志愿者与
五老各自优势，实施了网上火炬计
划，凝聚五老力量，促进青年健康成
长。

网上火炬计划实施以来，五老与
青年志愿者共同设立学习目标，共同
制定学习计划，共同交流学习心得，
共同总结学习经验，共同评价学习效
果。

五老定期开设网上党史课堂、网
上理论学堂、网上信仰讲堂等，为青
少年传授党史知识、马克思主义基础
理论知识以及传授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方法路径，普及党
的精神谱系，并结合自身学习和工作
经历，为青少年传授党在各个时期所
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故事等。青年
志愿者则开设网上志愿微课堂、网上
时事热点介绍等，结合自身的学习和
生活环境，向五老汇报和交流新闻时
事和社会热点，并根据五老的网络技
术基础，针对使用网络过程中所遇到
的具体问题，不定期进行网络辅导。
此外，五老还定期开设网上传统文化
课堂，为青少年传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讲授仁爱友善的中华美德；青年
志愿者在不同节日、纪念日期间，定
期向五老发出网络问候，激发网上交
流热情，浓厚网络交流氛围。

计划实施一年来，市关工委共组
织 30 余名五老与青年志愿者结对成
为互学互助的网络伙伴，累计开展网
上交流互动活动100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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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摄影 赵滨

本报讯 （记者袁迪） 近日，南湖公园园区游客量
增多，骑自行车、遛狗、钓鱼、游商兜售等违反公园管理条
例的情况开始出现。为此南湖公园加强了管理，共暂扣
共享单车400余辆，劝离遛狗人员300余人次，劝离在非帐
篷搭建区搭建帐篷600余起，劝阻不佩戴口罩游客2700余
人次，劝离钓鱼者580余人次，劝离小商贩20余人。

南湖公园管理办公室主任赵雨桐表示，为进一步维
护公园秩序，防止疫情传播，管理人员巡逻时提醒游客佩
戴口罩、保持两米以上距离、劝离聚集人群，并利用广播、
条幅等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及注意事项，在园区重点位置
悬挂疫情防控、禁止骑单车等内容的条幅50余条。

“我园为进一步保护绿地、规范园区管理，在金沙滩、
白桦林两处区域设置帐篷搭建区，其他区域禁止游客搭
建帐篷。”赵雨桐说，下一步，南湖公园将结合疫情防控工
作，依据《长春市公园条例》《长春市养犬管理条例》等相
关法律法规对园区内不文明行为加强管理，为市民提供
安全、舒适、整洁的游园环境。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游客
从自身做起，巩固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做到不聚集，佩
戴口罩，文明游园，共同维护园区环境。

南湖公园加强游园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