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繁英 长沙孟妈妈青少年保护
家园负责人   

孟 繁 英， 来 自 长 沙 雨 花 区，
2000 年从长沙电信分公司退养后，
走进社区做义工。2004 年参与创办

“长沙雨花义工俱乐部”。2006 年创
办全省首个社区青少年禁毒教育基
地。2008 年注册成立民间社团“长
沙孟妈妈青少年保护家园”，2010 年
成立“孟妈妈禁毒联盟”，2012 年建
立“社区未成年人心灵家园”。文花
枝、洪战辉等 2000 多名爱心人士加
入成为青少年保护家园的爱心园丁，
先后参与各项公益活动的志愿者达 3
万人次，信件交流 2000 余封，热线、

网站和心灵家园接访上万人次，亲情走访上千户，得到帮扶的特
殊群体青少年近 2000 名，帮助 220 名失足少年回归、升学、就业，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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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巾帼，五彩人生

1984 年，罗艳群以三分之差
高考落榜，由于没钱复读，当上
了民办教师。结婚时，家里没一
件像样的家具，直到 1994 年，为
了方便竞聘到县教育电视台播音
员岗位，才借钱买了一台 21 英寸
的彩电。

罗艳群常对老公说，“我俩是
一根藤上的苦瓜”。可她老公总是
笑着说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
有的！” 为了圆罗艳群的大学梦，
老公积极鼓励支持她参加高考，
并主动承担了所有的家务。1990
年，在儿子杨淼满周岁时，她考
上了娄底师专外语系，成为了一名

“妈妈级大学生”。
罗艳群说 ：“爱的滋养和家的

温暖，给了我健康的心境和进取
的热情。”此后，她在工作上取得
了一系列的成绩。罗艳群认为：
有一种幸福，叫上有老，下有小。
结婚 26 年，她和老公恪守着“父
母在哪家在哪”的原则，没有在

县城过过一个除夕夜，而是带着
孩子杨淼走几十里山路回家陪老
人过年。每年的年夜饭都是由她
主厨，在烟熏火燎的灶屋里，罗
艳群学着田螺姑娘、学着大长今，
用爱把饭菜做得色香味俱全。

 1990 年，年仅 23 岁的小叔
子患肝癌去世，临终前，把只有
三个月大的儿子杨高托付给罗艳
群夫妇；2001 年，罗艳群的大弟
弟 33 岁因病去世，弟媳另嫁他乡，
大弟弟 7 岁的女儿潇玲便成了罗
艳群夫妇的牵挂。

为抚养三个孩子，罗艳群精
打细算，从不敢乱花一分钱。哪
个女人不爱美呢？但二十多年来，
她和老公从没有为自己买过一件
高档衣服，她也没为自己买过高
档化妆品和首饰。但令罗艳群欣
慰的是，三个孩子很懂事，品学
兼优。如今，杨高在长沙办起了
一家小公司，潇玲很快就要大学
毕业了，杨淼在德国攻读研究生。

在奉献家庭的同时，罗艳群
没有忘记奉献社会。作为兼职律
师，丈夫是调处和化解矛盾纠纷
的高手，经常为困难群众提供法
律援助。她自己则是安化首批义
工，每次公益活动，都积极策划、
组织、参与或主持。罗艳群认为，
慈善的不是钱，而是心。

2011 年初，罗艳群家所在村
的公路建设项目因凑不齐配套资
金而无法启动，她把为儿子准备
的去德国读研的全部经费 10 万元
借给了村支书，说 ：“要想富，先
修路，我们不要分文利息。我坚信，
明年我儿杨淼考上德国研究生之
时就是我们村通车之日。”村支书
很是感动。 

罗艳群说 ：“朋友们常问我：
你负担这么重，过得这么辛苦，怎
么还能歌声不断，笑口常开？在我
看来，能和家人一道有尊严而又
安宁地生活，钱再少，快乐不打折，
幸福就能像花儿一样绽放。”

步步高商业集团既给女员工
荣誉和掌声，也给她们做职业规划，
帮助她们成为岗位能手、管理精英。
现在，步步高 60% 以上的女职工
在重要岗位和中高层领导岗位上承
担着十分重要的工作。例如，目前
担任集团财务首席总监等岗位的都
是女性，她们都是通过公司职位晋
升通道，不断挑战自我，一步步进
入公司核心管理层的。

张海霞表示，她经常号召全公
司女员工“创造新岗位、创造新业
绩、共创美好新生活”，每年组织
收银、叉车、服装搭配等三十多项
技能比武，总决赛在公司年度庆典
活动现场开展。“每次，当我在舞
台中央为姐妹们佩戴那一枚闪亮
的奖牌时，内心充满了激动，为她
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我也同样
努力让企业越来越好，让更多的
姐妹有机会、有舞台，实现心中理
想。”

步步高商业集团还特别关注
“40”、“50”人员，不能因为年龄大、

学历低就抛弃放弃，在招聘员工时
反而对他们特殊照顾吸纳。

正是这样全方位地关爱员工，
使得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大大增
强，员工的默默奉献与辛勤付出带
来了步步高的发展壮大。2013 年，
中国传统零售业表现低迷，而步步
高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双增
长。

与此同时，步步高也一步步地
走向了国际舞台。2010 年 6 月 30

日，世界消费品论坛全球峰会在英
国伦敦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会议中心
举行，张海霞登台作《赢得以消费
者主导的行业未来》主题演讲，重
点阐述了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商业潜
力和商业机会。该峰会已经举行
54 届，这是中国本土企业首次发
表主题演讲。当时的演讲赢得了满
堂喝彩，许多大企业的老总表达合
作意愿，查尔斯王子也赞许地对张
海霞竖起了大拇指。“我非常自豪，
因为我登上国际舞台，向世界发声，
不仅仅代表步步高，更是代表中国
新时代的新女性！”张海霞说。

步步高在稳步成长的同时，也
在一路播洒着爱心。

2011 年，张海霞 在怀 化麻阳
苗族自治县考察时，看到孩子们还
在土木结构的教室里上课，窗户没
玻璃，教室没有灯，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为了凝聚更多的爱心，她把
当年的省女企业家协会年会办成
慈善爱心拍卖会，共筹集资金 86.4
万元，现场捐献给麻阳郭公坪乡江
家溪建希望小学。经过一年时间，
小学的新校舍建好了，新建了宽阔
操场让孩子们快乐奔跑，企业家
的爱心点亮了山区孩子的未来。

18 年来，步步高为扶贫赈灾、
希望工程、农村修路、扶贫济困、
捐款捐物逾 9000 万元。张海霞还
以个人名义相继资助了 200 多名特
困特优的学生，每年都增加新的
资助成员，助学金额达 150 万元以
上。

孟繁英的义工之路 饱经了艰
辛、困惑与欣慰。她曾被毒贩围追
恐吓、家里被盗……她说 ：“我曾
经气愤、担心、无奈、难受，可只
要听到孩子们亲切地叫一声‘孟妈
妈’，就感觉到了母亲的天职所在，
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如今，孟繁英过半百，患有颈
椎病、高血压、晕厥症，繁忙的社
会活动使她无暇顾及身体，体力出
现严重透支，曾发病晕倒，摔得鼻
青脸肿。但她说 ：“要把每个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多一份关怀，多
一份理解，多一份鼓励，孩子的心
扉就能打开，孩子的脸上就能灿烂，
更多的家庭就能温暖，我们的社会
就能凝聚更多正能量。”而家人一
直以来的支持，以及越来越多的爱
心人士加入到爱心园丁的队伍，都
让她对于这份坚持充满信心，对于

这份支持感到温暖，对于未来充满
希望。 

十多年来，孟繁英靠着一颗
充满热忱的心坚持着自己的义工
之路，帮助了他人，也获得了他人
和社会的认可。她先后获得“中华
慈善人物”、“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
士”、“中国好人榜好人”、“全国维
护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全国百佳
优秀志愿者”、“湖南省杰出金牌
义工”、“湖南省最具影响的法治人
物”、“长沙市首届道德模范”、“长
沙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她
还被选聘为长沙市和雨花区人民法
院的人民陪审员，湖南省、市未教
所、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隔离戒
毒所的社会帮教老师，得到中央、
省、市领导的高度肯定，并受到了
全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形象大使彭
丽媛的鼓励。

从事公诉工作 20 年，冯丽君
办理了各类刑事案件 1000 余件，
其中一大批是在全省、全国有重
大影响的案件。

2007 年 9 月， 冯 丽 君 办 理
江某等人特大走私、贩卖毒品一
案时敏锐地发现，同案犯、已被
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运输毒品罪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宋某可能无
罪。她及时提出纠错建议，并取
得大量证明宋某无罪的证据。然
后，她赶赴该省检察院建议启动
纠错程序。历经 20 个月跟踪、复
查、督促，该省高院于 2009 年 8
月 28 日再审宣告宋某无罪。最高
人民检察院对此高度肯定，以《检
察要情》向全国推介并报中央政
法委。

严谨细致是冯丽君的一贯作
风，这不仅体现在一份份高质量
的审查报告中，还体现在 1000 多
份详尽的补查提纲上，更体现在
她为补证而翻山越岭、踏遍三湘

四水的艰辛步履中。  
因冯丽君审查证据过细过严，

很多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戏称，要
将她的电话加入黑名单。

2008 年南方遭遇罕见低温雨
雪冰冻灾害期间，冯丽君在查证
被告人无罪辩解的取证路上，车
辆被堵，汽油耗尽，不得不以步
代车。为防滑，她在冰天雪地里
脱下棉袜套在鞋子上，在风雪中
跋涉 11 个多小时。一身雨、一身
雪、一身泥，还被摔得鼻青脸肿，
但她丝毫未曾言痛。2010 年，在
查看一起陈年“白骨”案的抛尸山
洞时，突遇山洪暴发，冯丽君险
被洪水冲走，但她未有丝毫退缩。

2010 年，吴某贪污国有资产
数千万元，一审判决却仅认定其
贪污 72.5 万元。该案案情极其复
杂，案外压力特别大。有人直接
给她打招呼，有人暗示、威胁她，
有人跑到办公室送钱，还有人通
过她丈夫的朋友说情，这一切均

被她一一顶回，未曾动摇她查明
案件事实的决心。案期紧，任务
重，她不得不加班加点。就在这时，
她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一边
是父亲生命进入倒计时，一边是
十万火急的案件，冯丽君扛住所有
压力，硬是在错综复杂的案情中
找到认定吴某贪污 2500 余万元国
有资产的关键突破口。最终，法
院采纳她的意见对全案改判，数
千万元巨额国有资产得以保全。 

公诉人庭上一分钟，庭下十
年功。冯丽君坦言：“ 我 往 返于
事实与法律之间，在书本中求索，
在法苑中前行，厚积薄发。”

20 年来，在书山与案海之间，
冯丽君完成了一名物理专科生到
法律硕士，一名乡村女教师到省
十佳公诉人的华丽转身。她撰写
的《贪贿案件刑罚问题探微》等
10 多篇理论文章先后被《人民检
察》、《刑事司法指南》等权威期
刊采用。

她是迷途孩子们的“超级孟妈”

她滋养着家庭支撑着事业

罗艳群  益阳市安化县政协文教卫体委主任
罗艳群，先后担任过安化县教育电视台主持人、县教育

局女工主任、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现任安化县政协文教卫
体委主任。她创作和编排的《安化千两茶号子》登上了中国
首届农民艺术节和香港国际茶博会，并获“欢乐潇湘”群众
文艺汇演一等奖；她作词作曲的《月亮谣》获益阳市首届“三周”
文艺奖提名奖，也荣获湖南省第七届“三湘群文之星”荣誉
称号，在前不久的全省政协系统“忠实履职，奉献湖南”演
讲比赛中又获得了一等奖。获 2013 年第九届省“五好文明家
庭标兵”。

她在取证路上几次差点丧命
冯丽君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冯丽君，1972 年 10 月出生，曾多次立功受奖，先后获得

“长沙市执法标兵”、“湖南省十佳公诉人”、“湖南省维护妇女
儿童合法权益先进个人”、“湖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
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1995 年，冯丽君从教育部门调入检察机关，一直在公诉
办案一线。她承办各类刑事案 1000 余件，无一差错，无一投诉。
她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办理了一大批全省、全国有重大影
响的案件，如成功跨省纠错，督促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判
死缓的宋某再审并改判其无罪。她勤学善思，开拓创新，撰写、
发表多篇理论文章。她心系群众，廉洁奉公，时时处处自觉
维护检察官公正清廉形象，得到人民群众普遍赞誉。

（上接 A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