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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桔，1990年3月出生，中共党
员。2013年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
现任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大市村党
支部书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

她不忘初心报桑梓，在得知家乡

面临的情况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
南方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参
加换届选举，并顺利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

为不辜负群众的信任，她整理分
析了大市村发展的优劣势，规划设计
了“支部班子+阵地建设+产业发展+
全域旅游+乡村治理”的“1+4”总体
发展思路，大市村从此沿着这条思路
开始了蜕变之旅。她敢想也敢干，并
且说干就干，带领群众先后建起150
亩的特色产业种植基地、130亩的小龙
虾养殖基地、200亩的中药材种植基地
和1个中健卫材小康生产扶贫车间。

她还整合村内现有旅游资源，将

观光休闲农业、品味乡村风情、感受
农家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成功打造了
一批颇具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景点、
网红打卡地。经过不懈的努力，村集
体经济年收入从2014年的“空壳”到
2016年整村脱贫时的5.3万元，再到
2020年的23万元，实现了连续几年
增长，全村69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摘
帽。

2019年9月，程桔获得全国脱贫
攻坚奖奋进奖，2020年 4月获颁第
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21年3
月，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2021年6月，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
作者”称号。

程桔：脱贫路上的小桔灯

续辉，女，中共党员，十九大代
表、通城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援助
律师。她荣获2018年5月“中国好人
榜”敬业奉献好人；2021年6月，荣获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她对党忠诚，品质过硬。1998

年以来，她始终坚守初心、勇于担
当，以一己之力为贫弱群众撑起一
片天，以柔弱之躯为公平正义呐喊，
以千万群众口碑为党徽添彩，用实
际行动推动法律援助成为通城品
牌、咸宁标杆、湖北亮点。2018 年
退休以后，她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但
继续扛起法律援助的大旗。由于超
负荷工作，她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
上。

她保持初心，服务为民。20多年
来，她始终把“公平公正”四字放在心
间，累计免费资助弱者数百人，接待
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成千上万，就连退
休返聘后，她每年带领援助团队办理

的案件都达到400件左右。
她敢于担当，维权不止。法律援

助工作，大多是一些扯皮拉筋、长期
得不到化解的难题，面对挑战，她毫
不退缩、勇于面对。20多年来，她共
建立了维权工作站26个，用实际行
动让法律援助这项工作走进了通城
县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

她关爱弱者，无私奉献。她说，
“未成年人犯罪，大多缺乏家庭关
爱。作为一个法援工作者，不仅要依
法维护他们的权益，更应温暖他们受
伤的心，让他们重新做人。”20多年
来，续辉用伟大的母爱，唤醒60多名
失足青少年重回社会的怀抱。

续辉:法援为民的好榜样

吴炳堂，男，崇阳县铜钟乡大岭
村人，1926年10月出生，1951年2月
参加工作，195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年幼时经历山河破碎，家破人
亡；成年后拿起武器，奔赴战场。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接受枪林弹雨的洗

礼，荣立两次三等功，荣获一枚“金日
成”奖章，4次嘉奖通报。战后，回到
家乡的大山里，深藏功名，甘守清贫，
不求索取，一辈子用热血和赤诚诠释
共产党人初心。

退伍回乡后，吴炳堂先后当过
村里的民兵连长、贫协主任和村党
支部书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
和村民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种地、
开荒、修路、修河床、建桥，还参加过
县里修筑青山水库、包家坳水库、西
岔窝水库的工程……没有补贴，没
有工资，仅靠种地维生，一干就是20
多年。

贫穷没有压倒吴炳堂，反而练就

他一身的生活本领。凭着在部队训
练出的枪法，他上山打猎，抓兔子、野
鸡给孩子“打牙祭”；无师自通学会做
板凳、木桶、打棕榈绳；采挖一些中药
草，帮乡亲治疗跌打损伤……日子窘
迫时，有人劝吴炳堂：“你是战斗英
雄 ，有功于国家，现在有困难去找政
府解决啊！”他回答说：“战友们都牺
牲了，而我安安全全回家了，还能有
什么要求？”他始终低调质朴，自食其
力，自给自足。

60多年来，他从未主动提及自己
的战功，从未向国家提出任何待遇要
求。他说：“人在阵地在！上甘岭的
精神不能丢！”

吴炳堂:深藏功名的老战士

刘启胜，男，1981年生，博士研
究生学历，主任医师，现为市中心医
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先后荣获省委省
政府“个人二等功”、“咸宁市新世纪高
层次人才”、“湖北省医学青年拔尖人
才”、“荆楚抗疫最美家庭”等荣誉。

立党为公，践行初心。他始终秉
承“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一切替患者
着想”的宗旨，十年如一日，以医者仁
心守护群众健康，以无私奉献践行党
员初心。在咸宁市率先开展了超声
内镜等多项新技术，主持省自然科学
基金、省卫计委青年人才及市科技局
项目多项，在咸宁市消化道早癌筛查
技术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效提
高了消化道肿瘤患者检出率。

以身作则，勇挑重担。他始终坚
持落实一岗双责，加强医院学科内涵
建设，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得到持续
提升，先后顺利通过了KTQ认证和
三甲医院复审，胸痛中心、卒中中心

建设硕果累累，多个学科获批湖北省
重点专科，各项医疗指标取得跨越式
增长。

临危不惧，冲锋在前。2020年
疫情防控期间，他担任市新冠肺炎防
控指挥部医疗组副组长。他冲锋在
前，多次深入一线，反复以一名“患
者”的身份从预检分诊到收治住院亲
自体验，清查漏洞、优化防控流程，不
到10个小时腾空3号住院大楼、不到
48小时完成病房改造、连夜搭建远程
会诊平台、3天内从5个县市区评估
转诊15名危重患者来院治疗，为我
市在全省地市州率先清零，实现“三
个零”“三个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启胜：白衣丹心铸忠诚

袁明单，男，1968年生，中共党
员。2011年，已是广东省东莞塑通
塑胶五金公司总经理的他，事业正
火红，却毅然选择回乡支持家乡建
设，被全村党员群众推选为通城县
北港镇横冲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

主任。经历10年发展，横冲村已从
昔日的“后进村”蝶变成“湖北省乡
村振兴示范村”“国家森林乡村”“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抓党建引领，让核心动力“强”起
来。开展党员亮身份，将党员户牌子
挂在家门口，接受群众监督；推行为
群众办实事制度，村干部每月4件、
党员每月1件，架起干群“连心桥”；
实行民主议事，定期召开屋场会，调
动群众参政议事积极性；建立“党员
带富”机制，建成油茶、苦参、水果等
多个党员示范基地。

抓产业兴村，让村民共同“富”起
来。创新推出“党支部+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同富发展模式，村民用土
地或资金入股，让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村民变股东。目前，横冲村
共引进能人16人，建成特色产业基
地和合作社15个。近几年，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稳定在10万元以上。

抓创新共治，让民风村貌“美”起
来。袁明单主导建立“1+N”乡村治
理体系，在党支部这个“1”的领导下，
组建了“五会”即新乡贤协会、老年人
协会、文明理事会、退役军人协会、妇
女联合协会，并制订“村规民约”，积
极倡导文明新风。如今的横冲村，乡
风文明、邻里和谐、安居乐业，群众一
心谋发展。

袁明单：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在人民生命财产遭遇危险时，总有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成为人民心
中的定盘星、守护神；在群众遇到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时，总有共产党员
甘于奉献，成为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暖心人；在事业发展遇到挫折困难
时，总有共产党员身先士卒，成为事业破浪前行的先锋队、领航员……

南鄂大地上，始终奔涌着一种红色力量。这力量，是咸宁千千万

万基层一线党员，用实际行动诠释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基层，把敬意献给广

大基层党员。今天，本报选登十个方面党员代表的先进事迹，让更多
人领略我市基层一线党员的风采，推动形成学先进争先进、守初心担
使命的浓厚氛围。

张向温，男，1935年3月出生，赤
壁市蒲圻街道碳素社区第二党支部
党员。张向温年轻时，满怀拳拳报国
之心，保家卫国；解甲归田，默默无
闻，淡泊名利，坚定信念，对党忠诚，
永不褪色。他先后被评为“荆楚楷

模”“湖北省模范退役军人”。
他满腔热血，从军报国。1950

年，16岁的张向温怀着一颗感恩报
国之心参军入伍。当美帝主义将战
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他义愤填
膺，主动请战，于1951年随志愿军，
奔赴朝鲜战场，参加了保家卫国的
抗美援朝战争。在战斗中，他英勇
无畏，奋勇杀敌，表现出一名志愿军
战士大无畏的精神并荣获抗美援功
勋勋章。

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贞。张向温
复员后，先后在武汉钢铁公司机械制
造厂和蒲圻碳素厂工作。他工作勤
奋，别人不愿干的工作，他主动去干；

累活脏活，他抢着去干。在同事的眼
里，他是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在
领导眼里，他是一名冲锋陷阵的好战
士。

他心怀大爱，扶贫济困。他始终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节衣缩食，将省
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捐给国家最需
要的地方，捐助给身边最需要的人。
1986年，那时张向温工资每月才70
多元，可当他听说要修建烈士陵园
时，毅然将自己几年省吃俭用节省下
来的280元钱捐了出去。从此，张向
温慈善捐款捐物成了他一生的嗜
好。据统计，20多年来，张向温捐款
累计达23万余元。

张向温：初心如磐写大爱

王关，男，1978年生，现为咸安区
温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作为一名党
务干部，他始终保持严谨求实、苦干实
干的工作态度，认真钻研党建业务知
识，用心探索城市党建工作新途径。

健全组织体系，让党旗在每一个

小区高高飘扬。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他全覆盖组建小区临时
党支部，大力践行“674311”工作法，
迅速扭转了工作被动局面。转入常
态化防控后，组建 333个小区党支
部，成立417个楼栋党小组。同时，
积极践行“12345”工作法，大力推进

“红色物业”全覆盖，组建业委会333
个，101个自治小区与国有物业企业
签订服务协议。打造“红色阵地”149
个，小区党支部议事有了场所、居民
活动有了场地。

做强街道社区，让动力主轴运转
更加顺畅。为了破解街道权责不清、
协调无力、服务缺位等问题，他抓住

扎实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契机，稳
步推进成立“五办三中心”，协商制定
权责清单，大家的职责更加清晰了，
服务的对象更加精准了，街道运行机
制也更加顺畅了。

大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让居民
群众唱主角。工作中，他大力倡导

“群众的事与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
人人参与”，建立并落实小区党支部
领导的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良
性互动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小区党
支部书记谈小区”、“圆桌会议”、“星
空夜话”等活动，把居民组织起来、凝
聚起来、发动起来，解决了一批老大
难问题，让居民“苦脸变笑脸”。

王关：基层治理的探索者

徐能田，男，1984年9月参加教
育工作，1986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乡村教学点工作37年，现为慈
口乡老屋小学教师。

他爱岗敬业乐奉献。早期，山村
教学点学校环境条件十分恶劣，土坯

墙教室千疮百孔，地下坑坑洼洼，门
窗破旧不堪，房顶瓦片支离破碎。他
利用节假日修补捡漏，填坑补凹，修
门窗桌凳，牺牲上百个休息日，才确
保学生在校安全。八十至九十年代
学生家庭普遍困难，为了不让一个孩
子失学，他走遍全村各个自然湾，苦
口婆心动员学生入学。有的学生隔
水路遥，他每天翻山划船接送学生，
还做通爱人工作，在校帮忙照顾学
生，免费为路途遥远的学生提供午餐
伙食10多年。

他注重教学创新有成效。在点
教书几十年，逐渐摸透了一些教育学
生的良方，从他手中启蒙的学生，考

上大学的已达100多人。历年学生
成绩在全乡统考中名列前茅，学生入
学率、巩固率均达到100%。

他坚守初心跟党走。几十年
来，他始终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听
党话，跟党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学党史，明理增信，力行合一，努力
工作，服从安排。去年他被调到老
屋小学任教。老屋村小学交通不
便，泥泞烂路上十里，行走中不知跌
了多少跤，滚过多少泥，忍过多少
痛，但他从未抱怨过。因工作成绩
突出，他多次获评县乡教育先进工
作者。

徐能田：三尺讲台守初心

范晓霞，女，中共党员，湖北三六
重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高级
工程师。

范晓霞于2003年8月到湖北三
六重工有限公司技术部从事设计工
作，在18年的工作中刻苦钻研技术，

从技术员成长为高级工程师。先后
荣获咸安区、咸宁市、湖北省劳动模
范等荣誉，入选省企业科技创新带头
人、省楚天技能名师，获批省企业研发
人才、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新
世纪高层次人才。2020年11月，荣
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范晓霞于2016年成立劳模创新
工作室，团队共获得了29项专利授
权，先后承担湖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基
金、省科技支撑计划、省重点产业创
新团队等多项省级科研项目。其个
人取得了14项专利授权，发表了6篇
学术论文。

作为公司科研项目带头人，她从

2012年开始负责公司的科技创新和
质量兴厂工作，由她领衔研发的断电
时可自动控制物体匀速下降的电动
葫芦、地铁人防和防淹系统双吊点电
动葫芦、堆取料机专用超低温超高扬
程电动葫芦、60V直流永磁制动电动
机等新产品，为公司年新增销售
2000万元以上。公司因此被评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被授予“湖北
名牌产品”，“三六”牌注册商标被评
为“湖北省著名商标”。

“我就像上了高速路的汽车，前
后都是飞驰的同伴，尽管很累，但是
我很充实，很快乐。我停不下来，也
不想停下来。”范晓霞说。

范晓霞：用心诠释工匠精神

林云庆，男，44岁，中共党员，福
建省福州市长乐人，现担任湖北金盛
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助理、办公室主任职务，先后荣获

“咸宁非公经济优秀党务工作者”、
“咸宁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他建组织、凝人心，当好领头
雁。为了让党组织成为引领公司发
展的“灯塔”，他重点对“口袋党员”、
流动党员和失联党员进行排查，先后
10余次历时三个多月，奔赴福建、山
西、河北等部分县市，帮助流动党员
做好组织关系接转工作。同时，积极
向上级党组织申请，成立金盛兰公司
党委，设立4个支部，成立12个党小
组。

他强学习、做表率，当好排头
兵。为更好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他紧
紧围绕“抓党建、保稳定、促发展”的
主线开展工作。制定了《党员员工意
见收集反馈制度》，在厂区设置征求

意见箱，鼓励员工畅所欲言、献计献
策。在各车间设立党员责任区和党
员先锋岗，扎实开展“五星党员”争创
和“技术比武”争优等活动。

他亲上阵、显担当，当好急先
锋。新冠疫情发生后，为确保全厂员
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他始终坚守
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确保全厂员工
无一例感染。为助力抗疫救灾，他以
个人名义捐款3000元，又以公司党
委名义发出倡议，全体党员职工积极
踊跃捐款捐物达15万余元。他还积
极投身脱贫攻坚战，积极探索“村企
联建”新模式，帮助白果树村、临江村
脱贫摘帽。

林云庆：企业党建的擎旗人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