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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创 双 建 ” 在 路 上

2019 年 12 月 3 日 星期二

无惧风雨 用爱撑起一片天
—访我市第二届
——
“最美家庭”之罗文莉家庭

“创文”进行时

□本报记者 杨青

罗文莉扎根于偏远的农村小学 24 载，一心只为教书育人；面对生活的种种挫折，她勇敢担当，无私奉献，把满满的爱与
温暖留给了家人。 让我们走近罗文莉家庭，感受新时代女性的使命与担当。

市二小

直面困难 患难与共
以来， 夫妻两人生活幸福、
相敬如宾。 然而，当他们的
两个孩子出生后，却被查出

自罗文莉与丈夫结婚

临巨大压力。 但勤劳的罗文
莉不仅每天把两个孩子都
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能以微
笑面对生活和他人。

承担家务。 平日里，罗文莉
每天都会做软糯的饭菜，以
便于婆婆吞咽。在老人最后
的日子里，连呼吸都成了难

患有重度残疾，夫妻二人陷
入空前的绝望与无助中。 由
于两个孩子生活不能自理，
需要大人日夜照顾，生活面

在敬老孝亲方面，由于
罗文莉的婆婆患有癌症，吃
饭下咽困难。 罗文莉和丈夫
下班后就匆忙赶回家，共同

题，孝顺的罗文莉一遍遍给
婆婆注射流食，陪她度过一
个又一个不眠之夜。面对生
活的困难，罗文莉和丈夫一

边打短工补贴家用，一边照
料孩子们的生活，经历着种
种考验。 罗文莉说：
“
虽然日
子苦， 但我和丈夫相互扶
持，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暖心
事。 我丈夫勤劳能干，在生
活和工作上总是不断鼓励
我要勇敢坚强。 ”

以校为家 尽职尽责
在家庭遭受巨大打击
之时， 罗文莉带着一双患
病儿女以校为家， 坚守三
尺讲台，以无畏的担当、用
心的坚守和优异的教学成
绩赢得了全校师生的赞誉
和认可。
平时， 同事们经常打

趣罗文莉，说她像个勤 劳
的陀螺似的， 没一天闲
着。 她总是笑着说：
“
这样
日子也挺充实的。 ”在 她
的带动下，学校老师们 也
深受影响，比干劲也比 成
绩，而她所带班级也连 年
在镇里的英语成绩抽评

中位列第一。
在学校里，学生们都特
别喜欢罗文莉，她也乐意和
学生交流情感，从中及时发
现问题， 帮学生们解
决问题，因此，学生们
都把她当
“
妈妈”看待。
罗文莉用自己的行动

向大众展示了一个热爱生
活和家庭，面对困难还能始
终保持乐观向上精神的新
时代女性风采。 ②5

家校携手助力“创文”
本 报 讯 （记者 王 渊 博 通讯员 杜 建 伟）
日前，市二小通过召开家长座谈会、开展学生
主题班会、设计黑板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

创建文明城市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家长座谈会上， 老师们认真讲述创建
文明城市的意义及该从哪些方面为创文工作
作贡献。 家长们认真听，用心记，积极与老师
互动并献言献策。
活动过程中， 该校校长薄石林说：
“
在创
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 市二小全体师生与家
长将携手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态度、负责的
精神，从我做起，从每天的每件小事做起，全
力投入到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工作中来，让
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个人心中。 ”②5

文明家庭巡礼⑦
市八小

法治教育走进校园
本 报 讯（记 者 王 勇）日 前 ， 市 八 小 举 办

“
弘扬法治精神 点亮精彩人生” 法治教育讲
座， 邀请南阳巾帼梅溪公益律师团律师李杏
杰对广大师生进行普法宣传教育。
在活动现场， 李杏杰结合生活中常见的

文明城市
你我共创

违法犯罪案件，以法论事，将法律知识融入到
日常生活学习中， 重点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
的类型，未成年人高发犯罪典型案例、犯罪诱
因以及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等方面的内
容，为广大师生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与此

日前，我市各部门深入
开展
“创文”活动，许多志愿
者走上街头，为城市建设出
力添彩。图为 12 月 2 日，市
21 学校志愿者在张衡西路
开展服务②5

同时， 他还告诫学生们违法行为的危害和预
防犯罪的重要性， 鼓励老师们积极培养学生
们的法治思维， 帮助他们提高明辨是非的能
力。 现场气氛活跃热烈，互动频繁，精彩的讲
述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
在活动现场，市八小副校长崔锐说：
“
希望同

本报记者 高嵩 摄

学们要自觉学法、守法，善于用法律来规范自己
的言行，同时带动家庭成员、周围伙伴一起来学
法、用法、守法，努力做法律的传播者，维护者，为
构建文明、和谐校园奉献更多力量。 ”②5

“
创文” 让我们与美好相遇
清晨，当我骑车经过梅
溪路、七一路附近时，看到
一片片黄褐色的梧桐树叶
似蝴蝶般轻盈地旋转着从
天空飘落，为洁净的大地新
添几片金黄。 原来，当大多
数人还在沉睡之际，城市的
“
美容师” 们早已将落叶用
心清扫，避免行人把它们踩
在脚下。
瞧， 市十五小门前，依
然是车水马龙、 人头攒动。
然而， 与往日不同的是，在
红绿灯路口，车辆积极礼让
行人，行人有序通行。 虽然

偶尔会有磕碰，但一个满怀
歉意的微笑，却能温暖陌生
人的一颗心；大街上随处可
见的
“
红马甲”，在寒风中打
扫卫生、 为行人答疑解惑
……他们用行动说明了户
外劳动者的艰辛和不易。
终于，我来到了上班的
地点。 您看，这里有雪松翠
绿，银杏金黄，环境优雅，美
观大方；您看，文明栏里，版
面精美，举止文明，文化氛
围浓厚，学习精神昂扬。 您
看，课堂之上，老师们孜孜
不倦地传播着文明的火种；

操场上，同学们生龙活虎的
身影挥洒着青春的激情。
市五中的校园像一幅画，
亦浓亦淡，美不胜收，五彩
斑斓； 市五中的校园像一
首诗， 一字一句， 读你千
遍，也不厌倦。
我知道，能和这些美好
相遇，是因为
“
创文”来到了
我们身边。 一花一草皆风
景，一枝一叶总关情。 宛城
之美，美在独山，美在
淯水， 更美在南阳人
民的一言一行。 在创
建文明城市的道路

上，没有旁观者，我们都是
参与者；在创建文明城市的
舞台上，没有配角，我们都
是主角。只有我们都成为文
明的践行者，宛城的芳华才
能更加热情绽放。 ②5
（供稿 市五中 程珊珊
整理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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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大家谈

共创文明城市
争做文明市民
南阳市民文明行为二十条
穿衣得体不袒胸
咳嗽喷嚏要遮挡

倡导戒烟禁高声
鼻涕痰纸不乱扔

有序排队不插队
健身装修不扰民
垃圾分类不落地

让座互助讲文明
宠物粪便要自清
楼道畅通要洁净

消防通道不占用
行看绿灯斑马线
少按喇叭少远灯

随手涂鸦不可行
各走其道不逆行
大小车辆莫乱停

节水节电节衣食
网络文明广传播

黄灰段子要叫停

爱花爱树爱草坪

“创文”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