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良琼小时候因意外造成右
脚三级残疾，后与胡先国成婚，先
后生育3个子女，家庭虽清贫却幸
福美满。2006年8月，厄运降临，胡
先国因意外造成高位截瘫。坚强
的廖良琼用孱弱的双肩拖着仅有
的一条腿扛起了家庭重担。每天
起早贪黑，勤爬苦做，用劳动换取
微薄的收入，抚养孩子，照顾丈
夫。靠着这份坚韧，12年间，廖良
琼艰难地拉扯着三个孩子，无怨无
悔地照顾着丈夫。2016年7月，廖
良琼发展起了土鸡养殖，2017年，
全年养鸡800多只。2018年再次养
殖土鸡800多只，又修建了羊圈养殖
山羊，日子越过越红火。目前，廖良
琼家庭已从远近闻名的贫困户成了
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夫妻二人用
仅有的一条腿迈向了幸福之路。在
他们的带动下，周边的几个贫困户
主动寻求产业发展，争取早日实现
脱贫致富。

2020 单腿撑
起温暖幸福
家的残疾妇
女——廖良
琼，女，47
岁，奉节县
汾河镇大坪
村居民。

她在内蒙古偏远地区服役20
年，2013年自主择业回到重庆。
2014年，她离开舒适温暖的家，前
往四川省凉山州的教学点做一名
支教志愿者，先后在海拔3000多米
的西昌市附近的一所民办彝族学
校、美姑县瓦古乡扎甘洛村支教近
5年。她克服大凉山条件艰苦、交
通闭塞、教育基础较差等困难，用
心教孩子们识字算题，教他们养
成文明习惯。经过漫长的努力，
谢彬蓉的学生里，10个毕业生中
有7人继续读初中。她把爱和温
暖传递到彝族同胞的心里，在民
族团结的大家庭里守望相助，让
孩 子 们 都 能 快 乐 学 习 、健 康 成
长，用支教这样无私的大爱助力
凉山彝村的精准脱贫。今年，她
获 评 中 宣 部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部

“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1919 献身大凉
山教育事业的
“格桑花”——
谢彬蓉，女，47
岁，忠县新立
镇狮子村人，
空军某部退役
军人，高级工
程师。

程绍光1923年10月28日出生，饱
尝了社会的苦难，从小对革命先烈就
有着崇高的敬意。1949年11月，黔江
建起烈士墓，程绍光自愿当义务看护
员。1951年，程绍光毅然参加志愿军
赴朝作战，他的妻子帮他接着看管。
1956年，程绍光回到家乡后，又继续
义务看护陵园，还将46名烈士的英雄
事迹整理成册，为前来陵园祭奠的群
众宣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直到
2007年病逝。他的儿子程祖全从小
耳濡目染，被烈士的精神深深感染，
在父亲病逝后，接力守护这片陵园，
并继续完善烈士事迹，成为第二代义
务守墓人，至今已有11年。现在，程
祖全抽不开身时，他的子女也主动担
起看护的责任。一门两父子，以69年
漫长的看似平凡实则不易的坚守，诠
释了爱国主义精神。

1818 69 年 接
力传承爱国精
神的父子——
程绍光，男，已
故；程祖全，
男，49岁，黔江
区城东街道下
坝社区居民。

救援800余次、社会救助1600余次，抢
救疏散被困群众100余人，创造了抢
险救援“零失误”的骄人战绩。2018
年3月，在第二届东盟地区城市应急
救援消防运动会上，他默默承受父亲
因病去世而未能尽孝灵前的沉重打
击，在确诊左膝盖骨轻微骨裂、大腿
肌肉重度拉伤的情况下，以优异的成
绩夺得60米肩梯登楼操、楼层火灾内
攻操两项第一，为中国消防、重庆消
防争得殊荣，并荣立个人一等功。他
将一等功奖金1万元全捐出，与战友
们共同捐资成立了“北碚消防扶弱济
困爱心基金”，帮扶资助辖区困难群
众。

作为重庆市消防总队唯一的荣
立一等功的“95后”，他面对灾难勇往
直前，伤痛打不垮、大火挡不住、危险
难不住。入伍4年来，先后参与灭火

1717 带伤上阵
荣立一等功的
“95后”消防
战士——曾令
华，男，22岁，
北碚区消防支
队城东中队班
长。

唐帅出生在聋哑人家庭，经历了
无数成长磨难，长大立志成为让聋哑
人士畅通无阻沟通的使者。为更好
地帮助聋哑人，唐帅于2006年考取了
手语翻译证，并协助重庆公、检、法部
门沟通处理聋哑人案件上千件。后
来，他发现聋哑人违法犯罪大都因为
不懂法，他便决定学习法律，为他们
提供手语咨询、生活帮困、法律咨询
及普法服务。2012年，他通过国家司
法考试，成为了一名律师。2016年，
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不在重庆范围内
的聋哑人群体，唐帅打造了名为“帮
众”的微信公众号，以此构建聋哑人
与律师便捷的无声对话渠道。到目
前为止，唐帅已为聋哑人提供线上线
下咨询服务超过10万人次，涉及聋哑
人遍布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全国30
多个省区市。

1616 将法治阳
光撒入无声世
界的“手语律
师”——唐帅，
男，33岁，重
庆鼎圣律师事
务所创办人、
律师。

万养老金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一段佳
话。他说他做工作用的是“笨办法”，
可是他却在“笨办法”中独具匠心，面
对老旧社区治安状况动态复杂、顽症
突出的问题，他着手成立“联勤联控”
领导小组，组成近60人的联勤联控队
伍，开展各种巡逻防控5000余人次，
调解纠纷257次，社区的侵财案件发
案同比下降42%。他把踏踏实实的
为民服务化作照亮百姓幸福生活的
一盏明灯。他的事迹被中国警察网、
国际在线等20多家媒体广泛报道。

他是渝中区嘉西村社区“家喻户
晓”的爷爷辈社区民警。20年来，
2308户居民们的大事小事，都成了他
的“自家事”，居民房屋漏水、社区老
人开不了门禁，邻里纠纷，哪怕跑10
趟也从未抱怨过；失踪30年归来的居
民想重新办户口，他忙活一年也不放
弃，总是尽心竭力地为群众解难事、
做好事、办实事；他用平凡到极致的
工作，让上千邻里对他有了亲人般的
信任，社区七旬老人执意托他代管20

1515 与居民心
连心的“片儿
警”——高万
禄，男，57岁，
渝中区公安分
局上清寺派出
所民警。

他是中国武警十大标兵士官。
入伍10年，凭着一股冲劲，他在练兵
场上冲锋向前，见第一就争，见红旗
就扛，是敢打必胜的铁血“武教头”。
凭着一颗恒心，他在知识的海洋中徜
徉，勤思践悟学理论，成为武警重庆
总队首个军政兼通，上得了比武场，
走得上演讲堂的双料“金牌教练”。
他真情带兵、以情化兵，像兄长一样
关心着他的兵，是知兵爱兵的兵心

“凝聚者”。他常年在部队，对家人亏
欠，但他却说：“守好了‘大家’，就是
守好了‘小家’。既然选择了这身军
装，就选择了无悔的奉献”。他先后
被表彰为全军优秀“四会”政治教员，
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一等奖”、武
警部队“百名优秀士官”称号，荣立二
等功2次，三等功3次。

1414 践行新时
代强军目标的
“擎旗手”——
封宇恒，男，
28岁，武警重
庆总队执勤第
二支队五中队
士官长。

资格，更是钻研并编写出一套包含安
全管理制度和脚手架拆搭技术的《脚
手架搭拆手册》，被建筑行业广泛推广
学习。从业以来，他主持参与的脚手
架搭拆工程，均保质保量，效率高，没
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杨德兵是一名架子工，在这个看
似普通的技术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了
30年。从18岁到48岁，重庆主城每个
区都有他参与修建过的建筑。虽然是
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但杨德兵从来
没轻视这份工作，通过虚心请教、认真
总结，他迅速掌握了脚手架的搭设方
法、程序和安全操作规程。为提高自
己的专业理论知识，他不断加强学习、
潜心钻研，不仅获得架子工高级技师

1313 钻研出脚
手架行业标准
的高空工匠
——杨德兵，
男，48岁，重
庆永和建筑工
程公司职工，
十九大代表。

李则民出生在长寿区云台镇的
一个农民家庭，上世纪80年代，他迎
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从农村走向城
市，在建筑行业打拼40多年，积累上
亿元资产。2012年2月，回乡祭祖的
李则民发现家乡土地撂荒现象严重，
心中久久不能释怀。2013年，他响应
国家三农政策的号召毅然带着半辈
子积蓄回到云台镇八字村，流转土地
林地6500亩，想用余生在家乡打造一
片绿色、生态的“清迈良园”。5年来，
他吃在乡村、住在乡村，昔日荒芜的
山地变为了层层叠叠的耕地，“清迈
良园”也已初具规模，建成了1000亩
的全市乡村振兴“试验田”，成为全市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辐
射带动种养殖大户40余家，提供固定
就业岗位120余个，增加当地就业村
民年收入1.8万元/人。他还捐款100
多万元用于乡村学校、乡村公路等公
益设施建设。在他的带动影响下，大
片撂荒的土地被回乡创业青年流转，
用于发展现代农业。

1212 投身乡村
振兴的民营企
业家——李则
民，男，72岁，
长寿区云台镇
人，重庆清迈
农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上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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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影响

▲12月16日12时46分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北
纬28.24度，东经104.95度）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
度12千米。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成都
市、重庆市等多地有明显震感。

截至16日17时30分，已接报有16人受伤，震
中部分乡镇震感强烈，部分房屋出现裂缝，少量房屋
倒塌，个别乡镇出现停电停气，个别道路因滑坡中
断。震区通讯、交通基本正常，局部地区出现滚石现
象。

从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中记者看到：地震发生
时，有的居民家中的吊灯长时间剧烈晃动；一家小超
市内的商品被摇落到地面；一些地区的农房墙壁上
出现X形裂纹，不同程度受损。

记者从四川省地震局了解到，震中距兴文县城
29公里，距珙县32公里、距长宁县38公里、距筠连
县44公里，距云南威信县45公里，距宜宾市64公
里，距重庆市215公里。当地及宜宾市震感强烈，成
都、乐山、眉山、绵阳、重庆等地震感明显。

据移动人口大数据分析，震中20公里范围内人
口数约14万，50公里范围内约227万，100公里范
围内约1065万。

据四川省地震预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杜方
介绍，初步研判，兴文地震属主余型地震，烈度为7
度，短期内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但存在发生
4.5级左右强有感余震的可能。

据介绍，烈度分为12个等级，6度以上会产生
一定损害，8度以上为严重，7度的级别具体举例就
是农村的房屋可能产生明显拉裂。

昨日下午，四川地震局发布四川兴文5.7级地
震余震统计报告称，截至12月16日15时00分共记
录到地震总数为11个。

据介绍，自2017年9月30日青川发生5.4级地
震以来，一直到今年10月31日前，四川没有发生过
5级以上的地震。10月31日，西昌发生5.1级地震，
是今年四川辖区内第一起5级以上的地震。昨天这
起地震，为今年以来四川最大的地震。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地震局已启动地震应急3
级响应。国家应急管理部启动IV级应急响应救灾

指挥机制，党组书记黄明、副部长郑国光立即赶到部
指挥中心，调度了解受灾情况，部署抢险救灾工作，
要求迅速分析研判震情趋势，快速高效实施救援，科
学调度人员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指导救援
救灾工作。

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消息，地震发生后，
成昆铁路、宜珙铁路、成贵铁路部分车站有震感。为
确保安全，铁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封锁线
路扣停在途列车，全力排查线路、设备情况。受此影
响，途经该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将晚点运行。

四川兴文地震已致16人受伤 少量房屋倒塌
震级为5.7级，烈度达到7度；重庆13个区县有震感暂无损失；国家应急管理部启动IV级应急响应救灾指挥机制

重庆13个区县
有震感暂无损失
重铁警方启动应急预案

地震发生后，重庆市地震
局立即与各区县地震工作部门
联系，开展震情调查。经了解
核实，截至13时整，江北、江
津、潼南、彭水、巴南、綦江、南
岸、九龙坡、万州、荣昌、涪陵、
铜梁、渝北等区县有感，暂时未
收到灾害损失报告。

重庆市地震局已安排人员
加强震情监测值班，继续密切
跟踪震情发展变化，及时对震
情做出进一步的判定。

此外，成昆线及内六线均
有震感。记者从重庆铁路警
方获悉，地震发生后，已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立即向地震影
响到的宜宾、内江、自贡、昭通
等派出所了解情况，调动警力
加强站区巡查，及时安排线路
民警及护路队员排查线路隐
患，疏导旅客，全力维护治安稳
定有序。

同时，密切联系铁路相关
部门，对有可能受地震影响的
铁路线路、桥梁、信号等设备设
施进行全面检查，消除隐患，全
力做好救灾等相关工作。目
前，铁路治安秩序平稳有序，暂
未受到影响。

据新华社、央视等

地震发生后，兴文县周家镇震感强烈，一农户外墙发生坍塌。

部分房屋受损，救援人
员在进行抢险救援工作。

新华社发

超市商品掉落一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