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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扶持
“在武汉一线抗疫 53 天的

确辛苦，但回到铁岭陡然看到他
头发白了很多，我就知道他所承
受的压力有多大，家里人其实比
我更辛苦。”魏洪艳吐露自己的
内心感受。

魏洪艳不在家的日子，关岳
彪 就 成 了 一 大 家 子 人 的 主 心
骨，平时很少做家务的他，把家
打理得井井有条，时常询问双
方 老 人 的 身 体 状 况 并 不 时 送
药。而远在武汉的妻子，则是他
最大的牵挂。

关岳彪每天都通过新闻、网
络关注雷神山医院的情况，细致
到每天多少人进院出院。联系
上妻子时，他每次都要询问妻子
的饮食起居情况，是否练习了他
所传授的八段锦健身操，因为他
很担心身体不佳的妻子，能否吃
得消那样高强度的工作。

“有一天我临时替同事加个
班，晚上通话时，他指出我上班
时间不对，一问才知道，他在家
给我排了一份详细的作息时间
表。平常在家时，他连自己的排
班都弄不太清楚还需要我帮忙，
没想到这次做得这么细致。”魏
洪艳笑着说。

魏洪艳坦言，在雷神山医院
工作的前一个月里，精神上的压
力比较大，尤其是每天送进病房
的重症患者不见减少，她甚至做
过最坏的打算，“一天晚上和儿
子通话时，我特意告诉他家里银
行卡的位置和密码，但儿子说不
要钱，只要妈妈平安回家，我当
时忍不住流泪了。”

2020 年 4 月 1 日，魏洪艳从
武汉返回铁岭并集中隔离。4月
16日走出隔离点的大门，关岳彪
手捧鲜花冲上前将她紧紧地拥
在怀里。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浪漫
的人，那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把
我抱在怀里久久不撒手，弄得
我还挺难为情的。那一刻，我
知道他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说这话时，魏洪艳扭头看了一
眼憨厚的丈夫，两人对视的一
瞬间恬静而温暖。

受父 母 的 影 响 ，魏 洪 艳 的
儿子也热衷于公益活动，在大
学里参加了义工团队，经常和
同学们利用空闲时间去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他这样分享自己
做公益的感受：“我们帮助他人
是不计回报的，但帮助他人其实
是有回报的，那就是源自心底的
快乐。”

在家里，魏洪艳永远是那个
敢说敢做的人，而关岳彪则是一
个理性的人，他会从各个角度去
分析妻子的想法，并给出自己的
建议。“相互扶持，互相包容”是
这个家庭鲜明的色彩。

关岳彪说：“人活一世，不能
只是挣钱供自己花，还要承担社
会责任。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家
三口是有共识的。所以，无论是
她驻村扶贫还是一线抗疫，我和
孩子虽然心疼她，但会坚定地支
持她。”

“为了迎接你，我特意捯饬了一
下，要不在农村风吹日晒黢黑得没
法儿看。”6 月 21 日初见记者时，魏
洪艳的幽默开场惹来阵阵笑声。

45岁的魏洪艳剪着短发，说话
行事无不透着一股干练劲儿，这也
不难理解她自作主张到农村任驻村

“第一书记”，之后又报名前往武汉抗
疫。她的一个朋友在旁点评道：“这种
事发生在她身上一点儿都不奇怪。”

但魏洪艳很清楚，容许她“任
性”的背后，是家人默默地鼎力支
持，以及尽己所能帮助困难群众过
上好日子的朴素情怀。

魏洪艳一家用担当和奉献书写小家大爱
本报记者 胡海林

魏洪艳出生于铁岭开原市庆云
堡镇农村，家里兄弟姐妹4个，她排
行老三。清贫的生活，占满了她童
年的记忆。“那个年代，大家生活都
不宽裕，我家情况更糟，毕竟家里老
少八口人吃饭，父母还要供我们4个
读书。”魏洪艳回忆着当年的情形。
她的母亲在一旁补充道：“吃玉米
子的时候比吃大米饭多。”

虽然生活贫苦，但并没影响魏
洪艳好学上进。为了给家里减轻负
担，初中毕业时她放弃了读高中考
大学的机会，而是考入了铁岭市卫
生学校攻读护理专业。正是在这
里，她结识了早自己一届的同乡关
岳彪，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中专毕业后，魏洪艳留在铁岭
市结核病医院工作，而关岳彪则被
分配到乡镇医院工作。为了夫妻团
聚，关岳彪放弃了乡镇医院工作，进
城自主创业。1999年初，两人登记
结婚，年末他们的儿子出生，在给小
家庭带来欢乐的同时，经济窘迫的
现实也愈发明显。

“这些年，他做过的事可真不少，
开过养鸡场，开过浴池，还出国打过
工，自学针灸理疗开过店，直到2018
年到一家民营医院工作，算是回归了
本行。”魏洪艳说。

即便如此，魏洪艳对丈夫从来没
有抱怨过。关岳彪解释，他因生意失

败曾亏损了40多万元，掏空了家底，
妻子也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反而宽
慰他要向前看。

农村成长的人生经历，以及婚
后生活的不易，并没有挫败魏洪艳
乐观的精神，相反让她对农村发展
倾注了更多关注。

2018 年初，魏洪艳所在医院下
发通知，将选派党员到农村任“第一
书记”。魏洪艳没来得及和丈夫商
量，就在第一时间报了名，“一方面
当时医院报名要求急，一方面我也
担心他出面阻拦我。”

当年 5 月，魏洪艳接到下乡通
知，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她面前——
孩子一个多月后就要参加高考。因
为照料孩子的日常生活基本是魏
洪艳负责，她担心儿子会反对自己
到农村去。必须摊牌的时候，魏洪
艳对儿子说：“实现人生价值，都要
从自己努力开始，妈妈想到农村工
作，反哺家乡，帮助家乡脱贫致富。”
儿子的回答出乎魏洪艳的意料，他
说：“妈妈，如果你确定想去就去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就这样，在儿子高考前夕，魏洪
艳每天早上驱车到 30 公里外的开
原中固镇清水沟子村工作，晚上再
赶回家里陪儿子学习。一张书桌
前，留下儿子埋头学习和她整理村
里调研材料的剪影。

儿子高考前夕去农村扶贫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魏洪艳
既要抓党建，又要想方设法抓脱贫，
工作忙碌而充实。

时间转眼到了 2020 年，这是让
所有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一年。大年
初一那天，魏洪艳正在家里休息，医
院的微信工作群里发出通知：征集
医护志愿人员，驰援湖北武汉抗疫。

“看到通知的那一刻，心里腾的
一下就点着了火苗，顾不得和任何
人商量，就觉得这事我得去，便在
群里第一个写下自己的名字。”魏
洪艳说。

报完名后，魏洪艳马上行动起
来，开始采购各种防护消杀用品和
个人生活用品，并放在自己的车
里。这一切，都是瞒着家人在进行，
因为丈夫平常不开车，自然也没留
意到她的“地下行动”。

关岳彪说：“我记得很清楚，大
年初十那天，她的同事找我帮着检
查一下身体并开药，随口问魏姐什
么时候出发，我反问说她要去哪儿
啊？对方看我不知道情况，就没再
继续这个话题。”

当天晚上回到家后，关岳彪提
出这个问题，魏洪艳实在瞒不下去
了，便承认自己已经向单位报名前
往武汉抗疫的事儿。结婚20多年几
乎没红过脸的两人，在那晚却发生
了很大争执。

针对妻子再次先斩后奏，关岳
彪认为自己反对的理由很充分：“她
那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好，已经吃中
药调理一个多月，免疫力低下属于
易感人群，我提出哪怕我替她去，也
比放她去更放心。”

魏洪艳坚持自己的立场，称自
己本身就在传染病医院工作，也曾
到沈阳六院、盛京医院等地进修过
重症护理，在专业上有优势。此时，
儿子也噙泪劝她：“你不能光考虑自
己，也要考虑我和爸爸。”她只是摸
了摸儿子的头，认真地说：“如果这
次不去，自己将后悔一辈子。”

做通父子俩的思想工作后，魏
洪艳又交代两人无论如何要向双方
老人保守秘密，因为双方父母年龄
较大，她不想让老人担心。

正月十五上午，正在村里分派

防疫物资的魏洪艳接到通知，“下午
3 点集合封闭，准备出征。”次日，在
丈夫、儿子和同事的注目中，魏洪艳
踏上了前往武汉抗疫的征程。

在 武 汉 经 历 短 暂 培 训 后 ，魏
洪艳便前往雷神山医院 A 区感染
病 房 ，投 入 了 紧 张 的 工 作 。 她
说：“从早上出门到晚上回酒店，
一个班常态是 12 小时，手机不能带
入病房，孩子和他爸只能等着我联
系他们。”

在武汉工作 20 天后，魏洪艳下
晚班回驻地的路上，突然接到母亲
陈秀侠打来的电话。母亲得知“失
联”的女儿在武汉，瞬时就在电话中
哭了起来：“你怎么这么虎啊，人家
都往外跑，你咋还往里冲……”

魏洪艳劝慰母亲，政府提供的
防护保障很好，生活保障也很好，自
己就像在老家的医院上班一样。时
过一年多后，面对记者，魏洪艳母亲
说：“后来天天看新闻，我也想通了，
她是党员，国家有难了，千千万万的
家庭总得有人站出来，我替她感到
骄傲和自豪。”

瞒着父母奔赴武汉抗疫

最初，魏洪艳申请去农村驻村
帮扶，一度藏有“私心”，希望自己能
被派往自己的出生地，为老家的村
子贡献一份力量。虽然最终被分配
到中固镇清水沟子村，但她暗下决
心，既然登上战场，就得往前冲。

“说实话，现在的农村和我小时
候生活的农村完全不一样，村里年
轻力壮的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大家
的集体观念也没有从前那么强，开
展工作时经常会遇到挫折。”魏洪艳
说。

驻村后，魏洪艳挨家挨户走访
贫困户，摸清了贫困户的具体情况，
并严格按照政策对比，确保了扶贫

对象的精准。
清水沟子村是当地挂了名的软

弱涣散村，魏洪艳认为，扶贫工作开
展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支部强不
强。“刚驻村时，组织开展党日活动，
学习政策并研究村集体发展，党员
来得稀稀拉拉，我不得不从抓准时
开会开始，慢慢才有了改观。”魏洪
艳说。

魏洪艳在村里开展工作过程
中，关岳彪一直起到“坐镇军师”的
作用。

2019 年，清水沟子村开展土地
确权工作，魏洪艳带领几个村民组
长实地量地，但村民常因一条垄、一

道沟产生分歧，工作进展缓慢。得
知情况后，关岳彪提出了两个解决
方案：一是邀请村里有威望的人主
事参与，二是从本村之外请专业人
员测量土地。魏洪艳最终选择了第
二个方案，彻底打消了村民顾虑，使
土地确权工作顺利进行。

当时村里有一户村民，因自家孩
子出生多年没分到土地，对村委会意
见很大，时不时还上村党支部书记家
吵闹一番。魏洪艳把这件事告诉给丈
夫，关岳彪分析说，土地分配对村民来
说是大事，必须严肃对待，建议她按程
序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就这种情
况进行讨论研究，制定章法，并一同解

决其他村民的类似问题。
“你别说，我在农村遇到不少棘

手问题，一经他支招，基本都能找到
好的解决方案。在农村治理这个领
域，他真算得上是我的老师。”魏洪
艳夸赞说。

村屯道路硬化、环境卫生整治、
请医生给村民检查身体……在魏洪
艳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清水
沟子村从后进村变成了先进村。为
了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去年，魏洪
艳为村里争取资金建设养羊项目基
地，预计正式投产后，能为村里每年
增加集体收入40万元。

“我刚进村时，村里有 260 万元

的外债，这3年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已经还掉100多万元。”对于今年任职
即将结束的话题，魏洪艳说还没考虑
回城的事，她希望达成两个愿望：一
是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帮村里还清外
债；二是把养羊基地建好管好，走上
正轨。

2020 年 ，清
水沟子村所有贫
困户实现脱贫。
魏洪艳说，把清
水沟子村“扶上
马再送一程”，自
己才会安心，离
开时不留遗憾。

带领村民致富不言退

这是铁岭一个普通家庭，一家人过
着平实的生活。在脱贫攻坚和抗击疫情
的关键时期，这个家庭的女主人魏洪艳
巾帼不让须眉，在家人的支持下挺身而

出，驻村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远赴武汉抗击疫情，不
畏艰险连续征战，为百姓摆脱贫困和疫情困扰奉献
出自己的力量。这一家子，用担当和奉献书写小家
大爱的故事，让“平凡里的伟大”熠熠生辉。

核心
提示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全家福（左起为魏洪艳一家三口，右一、右二为魏洪艳公婆）。

魏洪艳时常向丈夫寻求一些村务工作的建议。（本文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