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晓凤家庭：廉洁家庭
魏晓凤夫妻二人均系机关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在工

作中几十年如一日爱岗敬业、勤政为民；在家庭生活中
相濡以沫，相互宽容体谅，同时以“为国教子、以德育人”
为目标，培养了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梁红家庭：和睦家庭
梁红是医务人员，丈夫是教育工作者，夫妻之间互

敬互爱，坚持正直做事、友善待人；她是单位科室的业务
能手，多次荣获区卫计委、医院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她恪尽孝道，对老人嘘寒问暖；她是“贤内助”最佳
代言人；对女儿，她慈爱但不溺爱，十分注重三观的培
养，铸就家庭温暖的港湾。

彭朝芬家庭：携手共进
彭朝芬夫妻二人多年来相互扶持，齐心共筑温馨港

湾。丈夫陈永明长期工作在教学一线，先后获得璧山县
首届名教师、重庆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妻子彭朝芬长
期工作在畜牧战线，于2013年被评为高级畜牧师。

欧洪彬家庭：科学教子
欧洪彬夫妻均是高中教师，在生活上互相尊重、信

任、理解；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共同进步；利用月假时双
休陪伴家中老人，营造家庭温暖；以书为伴，带着孩子一
起“充电”，丰富精神世界；闲时带孩子一起运动、亲近自
然，用兴趣装点生活，用爱铸就幸福。

戈杨淞家庭：敬业奉献
戈杨淞是璧山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秩序大队教导

员，因徒手止住失控滑行小轿车而爆红于网络。从警8
年来，恪守“在岗一分钟，奉献六十秒”的诺言，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妻子陈斐对于丈夫缺席陪伴从来不曾抱
怨。戈杨淞舍小家顾大家，于2013年、2015年先后获得
嘉奖，2017年，牵头负责的春运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及S108璧山段交通秩序整治均获全市第一的好成绩。

何厚元家庭：大爱于微
何厚元夫妻结婚二十余载，同甘共苦、相互扶持、乐

善好施。何厚元是三合镇卫生院一名医务工作者，20多
年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偏远乡镇，接生2000多名婴儿，深
夜雨夜出诊急救不计其数。丈夫甘心辞去外地高薪工
作，回到家乡创业，带动子女，共同传承良好淳朴家风。

韦多华家庭：父爱如山
韦多华夫妇育有三女一子，他唯一的儿子在6岁时

突患脑瘫、癫痫、小儿麻痹症等多种病症。40年来，韦多
华用如山父爱为儿子撑起“残缺天”，不放弃不抛弃，感
动了无数乡邻！去年5月，韦多华被评为重庆46期好人
榜。同年11月，被市委宣传部评为“重庆市慈父慈母”。

冷建国家庭：和睦温馨
冷建国夫妻40年来互相信任、理解、支持，用换位

思考营造尊重、平等、关爱的文明家风；乐于助人，邻里
和睦，常帮助邻居修理水管、疏通下水道，牵头解决小区
各种问题，深受邻里好评，是社区里有名的和睦家庭。

周静家庭：爱的担当
11年前，周静夫妻4个月的儿子患上“重度地中海

贫血”，只能长期靠“输血”维持，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
他们没有放弃，积极地想办法，精心照料儿子。之后，周
静坚强生下二女儿，并在女儿4岁时配型成功，为儿子
做了“干细胞”移植根治手术。周静一家每年还会积极
参加无偿献血、各种爱心捐款活动，为社会贡献。

傅菊娘家庭：敬老孝亲
傅菊娘是健龙镇弥勒村村民，是一名外地来的媳

妇，一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几年如一日照
顾“肝硬化”的婆婆。

本报记者 谭艳华

10月19日，由区委宣传部、区妇联、区文
明办开展的2017年寻找璧山“最美家庭”系
列揭晓活动在区文化艺术中心隆重举行。“最
美家庭”“最美孝顺媳妇”“最美女工”感人至
深的故事，让现场观众为之动容。

区委副书记何平、副区长王复莲参加活
动。

当天，区文化艺术中心座无虚席，受表彰
的“最美家庭”“最美孝顺媳妇”“最美女工”依
次登台接受颁奖。魏晓凤等10户家庭荣获
2017年璧山区“最美家庭”称号，甘暇玉等10
位媳妇荣获2017年璧山区“最美孝顺媳妇”

称号，罗晓玲等10位女工荣获2017年璧山区
“最美女工”称号。

据悉，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
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家庭文明建设
在推动社会文明中的积极作用，今年4月，区
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妇联在全区范围内组
织发起了寻找璧山“最美家庭”系列评选活
动。通过各基层单位积极推荐和群众个人自
荐等形式，寻找挖掘“最美家庭”“最美孝顺媳
妇”“最美女工”。经推荐、评审、投票、公示等
环节，最终评选出“最美家庭”10户，“最美孝
顺媳妇”10位，“最美女工”10位。

10户“最美家庭”

冷建国、陈沛先夫妻结婚40年以来相濡
以沫，友睦邻里，在璧山区区委宣传部、区妇
联、区文明办开展的2017年寻找最美家庭系
列活动中获得了“最美家庭”称号。邻居们都
亲切地称冷建国为“大家的老冷”。

相濡以沫，共渡难关，小家变大家
互敬互爱是家庭和睦的基础，也是家庭

幸福的源泉。老冷及其妻子就是互敬互爱、
相濡以沫的幸福夫妻。10月20日，记者来到
璧城街道璧铜路294号，见到了这对恩爱的
夫妻。

这个家，夫妻俩已经住了20年了，尽管是
个老小区的旧房子，家里陈设简单，但处处都
透着温馨的生活气息。夫妻俩热情地将记者
迎进门，满脸微笑，像是对待自家的孩子。

1970年，冷建国到太和社区当知青，结识
了当地女孩儿陈沛先，当时便已对女孩倾心，
但是他却没有立即展开追求，直到三年后冷
建国结束知青生活回到老家后才托人去说
媒。1977年，二人结了婚，一转眼，已相濡以
沫共度了40年。

1980年冷建国被分配到璧山罐头厂上
班，之后陈沛先也到了罐头厂工作，小日子算
是开始走上正轨。但是，1992年二人却双双
下了岗，那一年，大儿子才10岁，小女儿才刚
刚出生，生活变得十分困难。为了维持生计，
冷建国开始做起了水果贩卖生意，不过生意
并不是很好，加上家里还有老人需要赡养，一
家人的日子一下子陷入黑暗。

冷建国家里有五兄妹，冷建国是长子，也
是唯一的儿子。父亲50多岁便因病去世，母
亲的身体也从那时候起渐渐不行了，后来甚
至卧病在床。由于四个妹妹家里条件都不是
很好，所以，照顾母亲的重担就落在了冷建国
家里。夫妻俩明确了分工，冷建国主外，尽最
大力量赚钱养家。陈沛先则主内，一边带孩
子，一边照顾生病的老人，她常常需要独自一
人将老人带到医院治疗，有时候输液一输就
是一天，但她却从没有怨言，有时候还会想办
法赚些钱。

五年前老人去世了，也正是在这一年，夫
妻俩开始领退休工资，日子才渐渐好转。现
在，大儿子已经结婚了，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
女儿，小女儿也于今年三月结了婚，现在是璧

山区七塘镇的一名村官。曾经的两口之家变
成了如今的七口之家，一到周末，全家老少都
会聚在一起，和乐融融。

40年间，夫妻二人感情很好，尽管也有过
争吵，但夫妻俩却从来没有隔夜仇。争吵之
后各自忙自己的，等一会儿气消了，就又和好
了。冷建国家里特别民主，家里有需要抉择
的事情时，一般是由冷建国提出建议，然后全
家共同讨论，如果出现了分歧，也会互相让
步，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这相亲相爱的一家真是让人十分羡慕。
北门社区的工作人员李女士说：“老冷家经常
一大家子人出去旅游，儿子儿媳、女儿都特别
孝顺，去哪儿玩儿都带着父母，我们都特别羡
慕。”冷建国说：“家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与
尊重，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走到了今天，有了
这样幸福的生活。”

爱岗敬业，邻里和睦，社区一家亲
退休后的日子终于不再忙碌，但老俩口

却还是闲不下来。夫妻俩每天都会出去散
步，平时也十分热心于帮助邻里，真心待人是
老冷家的做人处事态度，因此老冷一家人与
邻居们都保持着和睦的邻里关系，邻居们都
亲切地称冷建国为“大家的老冷”。

当邻居们有些做不了的事情或需要帮忙
的时候，老冷总是第一个主动伸出援手的
人。树长高了，影响了采光，他帮着修剪；居
民家的水管坏了、下水道堵塞了、厕所漏水
了、灯坏了，最先想到的就是老冷，他就带上
工具，义务为大家维修。因为老冷乐于助人、
认真负责的行事作风，使他在2003年被邻居
们推举为璧铜路294号的业委会主任、第5居

民小组组长。
老冷所在的第五居民小组主要位于璧城

街道北门社区的璧铜路上。璧铜路的居民楼
大多是老房子，很多居民都有把旧东西堆放
在楼道里的生活习惯。这种生活习惯给居民
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也埋下了消防
安全隐患。为了大家的安全，老冷积极发动
楼栋长和部分业主做好安全消防宣传工作，
并主动对楼道里的垃圾和杂物进行了全面的
清理。在今年的创国卫期间，他天天6点起
床，先到居民小组的辖区里转上一圈，看看有
没有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

2016年7月，璧铜路151号的下水道出
现堵塞情况。起初堵塞的问题并不严重，只
有部分门面反映堵塞。但是几天后，下水道
堵塞情况越来越严重，下水道的污物已从楼
道流到了大街。看到情况严峻，老冷赶忙召
集楼院居民召开物管会，请来清掏工，并同清
掏工人一起到处找粪管道，还亲自下到化粪
池去查看。最后终于找到了出粪口，疏通了
化粪池。能顺利及时地解决这个问题，老冷
是最大的功臣。

璧铜路294号楼前是一家餐馆。餐馆长
期排出的油烟一直困扰着居民，因此这里成
了卫生死角。老冷多次找到餐馆老板进行协
商。在老冷坚持不懈的工作和耐心细致的劝
解下，餐馆老板终于同意进行整改，也因此还
给了居民们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邻居们一说到
老冷都是赞不绝口：“老冷不仅自己家很和
谐，还常常帮助我们这些邻居，不管大小事，
他都会很热心。”

本报记者 谭艳华

罗世利是璧山区人民医院妇产科的护士
长，她不但是事业上的一把好手，更是家里的
孝顺儿媳、贤惠妻子、称职妈妈。27年婚姻生
活中，夫妻恩爱情深，婆媳关系融洽，妯娌、姑
嫂间互相尊重、友爱相处。她勤劳、善良，与
丈夫白手起家、共同努力，如今已过上了美满
的小康生活。她在璧山区区委宣传部、区妇
联、区文明办开展的2017年寻找最美家庭系
列活动中获得了“最美孝顺媳妇”称号。

对婆婆，她堪比亲闺女
罗世利的婆婆今年已90高龄了，自她与

丈夫结婚起，公公婆婆就一直与他们住在一
起。2008年，公公去世后，婆婆的生活起居一
直由她照顾。因婆婆年事已高，总会忘记关
水和关门等一些生活琐事，丈夫性格比较急，
一着急就会与婆婆唠叨，而她总是耐心去做
丈夫思想工作，叫他要多理解婆婆、多关心婆

婆，一次又一次化解婆婆与丈夫之间的小摩
擦。因为婆婆常常忘记关气，罗世利担心婆
婆的安全，于是将家里的灶具都换成了没打
燃就不会漏气的安全灶具。正是罗世利这份
孝顺，以至于儿子经常开玩笑说“其实妈妈才
是婆婆的儿子，爸爸是媳妇”。

前年8月，家里人送婆婆去贵州避暑，结
果婆婆不小心摔了跤，导致骨折。手术之后，
医生说，老人年纪大了，估计恢复效果不会很
好。罗世利立即请了两天假在病房守了两天
两夜。之后由于本身工作的特殊性，她便请
了一个护工白天照顾，夜间则自己坚持在病
房陪伴。经过她的精心照料，90高龄的婆婆
在术后10天就能自己下地拄拐杖走路了，就
连骨科专家都觉得这真是一个奇迹。

还有一次，她带着近90岁的婆婆外出旅
游，一路上对婆婆又是扶、又是背，呵护有加，
让一众旅行团的人都认为她们是亲母女，直
到最后一天才得知她们是婆媳关系，每个人
都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但罗世利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
的事，别人夸她孝顺她都觉得不好意思。她
说：“婆婆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脾气也好，从
不主动给我们添麻烦，还经常默默地做家
务。与其说我孝顺，不如说是婆婆很贴心，我
是个粗枝大叶的人，我很感谢她，对我像亲女
儿一样。”

对亲友，她甘做主心骨
罗世利的丈夫在单位分管安全工作，经

常加班和出差，对家庭的照顾总是微乎其

微。她理解丈夫工作的特殊性，从没有一句
怨言，反而总是让丈夫全身心搞好单位的工
作，家里就放心交给她。当丈夫在单位遇到
不快时，她总是像心理医生一样耐心安慰、进
行思想沟通、换位思考，并协助丈夫理顺工作
思路，一起进行问题症结的分析，努力改进。
丈夫的所有同事都羡慕他，说他有福气，遇到
这么好一个贤内助。

罗世利不但对丈夫好，同时对所有的亲
戚好友也是一样好。丈夫的侄儿侄女们经济
状况不太好，罗世利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把这
些亲朋好友聚集到家里，亲自下厨做饭，为他
们改善生活。每当侄儿侄女家需要做重大决
策或遇到什么困难时，一般第一个都会想到
她，找她一起商量，听听她的意见，把她当成
主心骨。时间长了，侄女的同事们都知道有
这么一个热心、大方、乐于助人的幺舅娘，见
到她也会跟着亲切的称呼她“幺舅娘”。

罗世利的弟弟常年在外地，没有时间照
顾孩子，家里条件也不太好，所以每到周末罗
世利都会将孩子带到家里住，带他出去玩，平
时吃穿用的费用也基本是罗世利在负责。她
说：“孩子还小，父母又不在身边，我希望能给
予他更多的爱，不要让他觉得孤独。”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茫
茫人海中，我们能够相遇、相识到相知，这是
上天安排给我们的缘分。我非常珍惜这些缘
分，所以我会用我的真心善待遇到的每一个
人。”这是罗世利对待亲人朋友一直以来的态
度，也是她行动的最好诠释。

本报记者 谭艳华

婆婆的亲闺女，亲友的主心骨，她的真诚如此动人

相濡以沫40年，他们用信任与爱筑起和睦温馨之家

梁红是璧山区人民医院内二科的护士长，她的
家是一个平凡之家，没有丰功伟绩，也没有经历大风
大浪，但夫妻30年来恩爱如初，孝敬父母，爱护子女，
爱岗敬业，用平常心面对一切。她的家庭在璧山区
区委宣传部、区妇联、区文明办开展的2017年寻找
最美家庭系列活动中获得了“最美家庭”称号。

30年携手共度，恩爱如初

梁红是璧山区来凤人，丈夫谭尔预四川省内江
人，1986年经同学介绍后认识，87年便结了婚。认
识之前，梁红已经是来凤中心医院的一名护士，谭尔
预则是当地的一名数学教师，认识之后，二人断断续
续进行了一年多的书信往来。婚后，为了能够相守，
谭尔预来到了璧山，来到了梁红的身边。

工作初期的那些年，梁红的工作是三班倒，常需
要上夜班，每次夜班，谭尔预都会接送梁红。后来，
梁红转为行政职务之后，不需要经常上夜班，但当梁
红有夜间任务，丈夫还是会接送，这个习惯一直坚持
了30年。现在，梁红成为了璧山区人民医院内二科
的护士长，丈夫则在璧山中学任教数学，如果时间允
许，丈夫也常先送妻子去上班然后自己再去学校。

在梁红的眼中，丈夫是一个脾气很好、体贴细心
的人。尽管没有做惊天动地的浪漫之事，但浪漫却
渗透在他们的点点滴滴中。丈夫总是记得梁红喜欢
吃什么，平时家里总是备着梁红喜欢的水果，家务也
是经常抢着干。有一次护士节，不善于表达的丈夫
还给梁红买了一枝花，梁红乐坏了。

梁红说：“为了我，他放弃了原有的生活，到陌生
的城市重新开始，所以我更应该对他好。”所以，平时
梁红也是抢着干家务，把家中的事情管得井井有条，
从不让丈夫因家事分心而影响工作。

就是这些简单平凡的坚持，让他们的爱情显得
愈加浪漫温馨。

给孩子最好的建议，尊重孩子的选择

梁红说：“孩子从小到大都很懂事，特别自立，很
少需要父母操心。”如今，女儿谭静已成为一名光荣
的社会工作者，在深圳工作，而这也与夫妻俩的教育
密不可分。

从小到大，夫妻俩的教育观念都是开放式的，经
常与孩子谈心交流，每当孩子遇到问题，也是耐心给
出建议，但却从来不强制要求孩子按自己的想法做。

最初，夫妻俩想让女儿当一名大学教师，但女儿
从小都十分喜欢心理学，平时也经常阅读相关书
籍。后来，女儿考上了大连海事大学，就读经济学专
业。毕业后到国企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心中仍无
法割舍对社会工作的向往，她毅然放弃了手中的铁
饭碗，毅然前往深圳实现梦想。对于女儿的决定，夫
妻俩都十分理解。

尽管现在女儿远隔千里，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他

们的通话却很频繁，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彼此分
享。女儿现在已经怀孕了，梁红常常查阅相关的知
识，一有什么需要注意就立马给女儿打电话。一家
人的感情从未因距离而产生疏离。

善待老人，爱护亲友，小家兼顾大家

谭尔预的家是一个大家，他是家中的长子，还有
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除了他之外，弟弟妹妹都留在
内江发展，父母也是一对恩爱的老夫妻。父亲今年
已90高寿，原先是一名老中医，在当地有些威望，现
在身体仍然十分硬朗。谭尔预的母亲也年事已高，
身体状况相对来说差一些。

就在2016年6月，婆婆突然生病，接到这个消息
后，工作一天后十分疲惫的梁红，连夜坐火车赶往丈
夫老家内江，来到老人身边照顾，不辞辛苦守护病痛
中的婆婆，直到康复，无怨无悔。

平日里，老俩口都是在几个子女家里轮流住着，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之前住着梁红家里时，梁红格
外注意老人的饮食及安全。公公的眼睛由于年轻时
生病的缘故，视力不太好，所以每当老人出去散步
时，她总要不厌其烦地叮嘱他们尽量少过马路。梁
红说：“我们夫妻感情好也是受他们的影响，公公个
子很高，身姿很挺拔，在他身边婆婆显得很娇小，他
们每次出门都是手牵着手，看上去特别浪漫。”

除了孝顺父母，梁红一家与所有的亲戚关系也
很好，每到节假日，都会一大家人聚在一起。平时谁
家有事需要帮忙，梁红二话不说就会给予帮助。梁
红说：“我是个对金钱没什么执念的人。而且丈夫大
老远来到这里，我总觉得对他家里人有所亏欠，所以
我要加倍对他的家人好，他们有困难我义不容辞。”
多年前，谭尔预的爷爷还在世，爷爷家里需要修房
子，尽管自己家里条件也并不是很好，但夫妻俩硬是
省吃俭用凑了5000元给爷爷。

爱岗敬业，业务好手，同事人人夸

在工作上，梁红也是一把好手，她不仅专业技能
过硬，对病人耐心细心，对后辈也是爱护有加。

采访时，正有病人迷路，走到了梁红的办公室门
外，梁红听见动静，立马询问病人情况，得知病人已
办理入院手续，但不知住哪里，梁红迅速指引病人
到护士站，并温柔地解释说医院正在安排，需要稍
作等待。

一位同事说：“护士长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
人，从来没有前辈的架子。我们有什么都喜欢跟她
说，不管是生活、工作中的烦恼，还是个人问题，护士
长都会耐心地听。有时候护士长看我们状态不对，
会主动来跟我们聊，了解情况，疏导我们，缓解我们
的压力。她就好像是妈妈一样，时刻关心着我们。
工作上她也特别认真负责，时刻牵挂着病人。”

本报记者 谭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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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用平常心谱写温馨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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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十大最美家庭出炉，他们的故事打动你了吗
2017年寻找璧山“最美家庭”系列揭晓活动在区文化艺术中心隆重举行

2016年冷建国一家全家福。

罗世利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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