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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刘敏工作太忙，从 2013

年结婚后，两人一直没要小孩。

直到 2018 年 3 月，谢媛怀孕了。

“考虑到她年纪大了，高龄产妇

会比较危险。”刘敏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

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谢媛

妊娠反应很大，再加上怀的是双

胞胎，体重从 108 斤暴增至 180

斤。这让谢媛行动非常不方便，

别说弯腰、爬楼梯，就是稍微走

快一点都很吃力。“我坐在沙发

上，得有人扶才能起来。”特别

是怀孕后期，医生说谢媛有严重

的妊娠高血压风险。为了不让长

辈操心，谢媛常常一个人去医院

做检查。预产期将至时，刘敏好

不容易腾出时间，约好第二天陪

谢媛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当天

晚上刘敏又接到了出差的任务，

并且立即就要出发。

“那一刻，我真的是又心疼

又内疚。”刘敏回忆，当时正值

消防队伍改制转隶的关键时期，

为实现平稳过渡，刘敏要去全省

各地宣讲，了解队伍管理情况，

陪家人的时间就更少了。

对于刘敏的自责，谢媛宽慰

他说 ：“你忙你的，家里我能照

顾过来，不用担心。” 

2018 年 11 月 9 日， 谢 媛 克

服困难，在长沙产下龙凤胎。十

几分钟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

旗。事后，刘敏的同事和朋友们

都说，“这是我们的‘消防宝宝’

来‘接旗’了”！

初为人父的刘敏却向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感慨 ：“以后可能每

年都不能陪他们过生日了，因为

那一天是全国消防日，我们肯定

有很多事要做。”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
阳婷  

“今天下午，峰峰（化名）学

会了说‘爸爸’‘妈妈’和‘爷爷’，

还认识了数字‘1’到‘4’。”3 月

12 日，刘玲琍依旧很忙。除了给

自己班上的孩子授课，她还要送

教上门，到患有自闭症的听障儿

童峰峰家里，为他进行一对一辅

导，晚上再回到学校值班。

刘玲琍是衡阳市特殊教育学

校的一名老师，从教 27 年，她

所带的 70 多名残疾孩子里有 20

人考上大学，13 个听障儿童成

功开口说话。因为这份无私的奉

献，她收获了衡阳市优秀德育工

作者、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优

秀共产党员、骨干教师以及“全

国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全

国第四批岗位学雷锋标兵”等荣

誉。今年 3 月 6 日，刘玲琍获评“全

国三八红旗手”。

自编教材为孩子们“减负”
今年 46 岁的刘玲琍是该校

的听觉言语康复训练班班主任，

班 上 12 个孩子都是听障儿童。

“这些孩子都只是听力有问题，

发音器官没有问题。” 刘玲琍说，

要让这些孩子说话，光给他们戴

助听器是不够的，还需要经过特

殊训练，让孩子们掌握发音的规

律和技巧。

2008 年当班主任时，刘玲琍

的唯一经验来源就是自己的儿子。

“我儿子 6 个月大时被查出

是先天性神经性耳聋，要借助

助听器才能听到声音。” 2005 年，

初为人母的刘玲琍还没来得及

喜悦，就迅速被儿子患病的消

息拉入痛苦中。但她没有气馁，

为了让儿子说话，刘玲琍开始

慢慢摸索训练办法。终于，她

的儿子学会了说话，并进入普

通学校就读。

当班主任后，刘玲琍想找相

关教材来训练孩子们，“但一套

课本加上卡片，要 800 多元”。

刘玲琍说，训练班上大部分孩

子的家里都比较困难，而她只

有学校帮忙购置的一套教材，

根本不可能让孩子们回家以后

继续使用。

2015 年，刘玲琍用时两年，

完成了一套听觉言语康复训练教

材。“这套教材有 6 本书，包括

最初到最后一步的训练方式。”

刘玲琍告诉记者，学校把这套教

材印制出来，并免费发放给听障

儿童，“让他们回家也能够练”。

摸着老师的喉咙鼻子学说话
课堂上，每当自己嘴里发出

一个 读音，刘玲琍就会叫一个

孩子把手放在自己的喉咙或者鼻

子上，感受发音带来的震动，有

时甚至让孩子把手伸进自己的口

腔，感受舌头因说话而产生的动

作，“一节课下来，每个孩子都

要把手伸进我的嘴巴里”。

这是刘玲琍教孩子们发音的

常态。往往一个字，她需要教孩

子们成百上千次。有时为了让孩

子们发出一个正确的读音，刘玲
琍甚至要花上一个多月。

10 岁的鑫鑫（化名）三年前

刚来班上时，十分调皮。上了一

段时间的课后，鑫鑫依旧把“妈

妈”发成“爸爸”的音。一次放学，

刘玲琍听见鑫鑫妈妈对孩子说：

“我什么时候能够听到你叫我一

声‘妈妈’呀？”为了完成鑫鑫

妈妈的愿望，刘玲琍给鑫鑫补课，

让他把手放在自己的鼻子上，感

受说“ma”时鼻腔的震动。一个

月后，鑫鑫妈妈在听到孩子终于

叫出一句“妈妈”时，眼泪一下

子就流出来了。

如今，能够更好表达情感的

鑫鑫也越来越开心、越来越乖了。

这对夫妻被国家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点赞

消防“贤内助”生有一对“消防双胞胎”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供图：受访者    视频编辑： 周纯梓 唐天喜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巧，竟然会在 11 月 9 日——‘全国消防日’
这天生下一对双胞胎。”作为一名消防指战员的妻子，长沙妹子谢媛
说起自己的这一对宝贝儿女，忍不住开心地笑了。

3 月 8 日，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谢媛被国家应急管理
部消防救援局评为“优秀贤内助”。

这份“爱的巧合”，通过今日女报全媒体报道后在网上引起了很
大反响，仅今日女报头条号当日阅读量就超过了 10 万次。

听障儿童摸着她的鼻子学会说话

或许有人会认为，在这段婚

姻中谢媛付出了更多。但在谢媛

看来，凡事不能斤斤计较，“在我

们的婚姻里，更多的是一起成长”。

“ 有一 次， 单 位 竞 聘 演 讲，

一开始我心里没底，老公就成了

我的第一个听众和评委。他聆

听我演讲不少于 40 遍，从一句

话到一个手势，他都事无巨细地

提出建议。”谢媛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有了丈夫的鼎力支持，

她最终竞聘成功。

而刘敏也经常接受妻子在工

作方面的建议。“我去基层帮扶

时，老婆建议我写帮扶日记。于

是，我把调研情况总结成‘帮扶

日记系列’发表在内部网络上，

引起了热议和领导的关注。通过

这次帮扶，我对基层问题有了更

深刻的思考，也为后来制作《正

规化建设图文册》《基层中队经

常性工作手册》《执勤中队作战

行动安全手册》等系列书籍提供

了原动力。”刘敏说。

生活上琴瑟和鸣，工作上彼

此成就，刘敏和谢媛都成为了各

自单位的业务骨干。2012 年，谢

媛首创全国园区工会会员代表常

任制，获得全国工会创新工作一

等奖。2013 年，她在全 省首创

工会属地化管理，获得全国工会

创新工作三等奖。此外，她还被

选为湖南省和长沙市妇女代表大

会代表，为妇女发展建言献策。

今 年 3 月 8 日， 在“ 三 八”

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谢 媛被

国家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评为

“优秀贤内助”。

“我每年出差都在 180 天左

右，有时候连着一两个月不着

家。”说起自己所从事的消防工

作，湖南消防总队司令部警务

处副处长刘敏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全省约 200 个消防中

队，我每年要跑 170 多个”，不

出差的时候，他还经常要在总

队值班室值班，值班通常都是

24 小时。

因为忙，家庭是现年 36 岁的

刘敏觉得最亏欠的地方。但幸运

的是，他有一个可以放心“把后

背交给她”的贤内助——谢媛。

32 岁的谢 媛是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设发展局综合执法

处处长。作为消防指战员的妻子，

谢媛对丈夫刘敏在日常生活中的

“缺席”习以为常，“有时去看个

电影，他也可能一接到电话就去

工作了”。

刘敏尤其难忘的是 2017 年

10月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正值“党

的十九大”消防安保期间，刘敏

被安排出差，而刘敏的母亲因为

刚做完乳腺癌手术正在做康复

治疗。谢媛没有犹豫，尽管工作

已经很忙碌，还是每天医院、单

位连轴转。从端茶倒水到擦身

换洗，谢媛亲力亲为、无微不至。

婆婆一天三顿饭，谢媛总是想

尽办法做好营养搭配；婆婆每

天吃的药，她都会细心地在药瓶

上写好服用指南。

为此，婆婆和周边邻居都夸

赞谢媛“是个好儿媳”。

丈夫一年出差180 天

绕不开的“消防缘”

琴瑟和鸣，彼此成就

旗帜飞扬·巾帼力量

3月6日，全国妇联在北京召开“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暨表彰大会。会上，湖南的6个单位获评2018年度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9 名“湘妹子”获评 2018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她们以奋斗创造美好生活，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贡献巾帼力量。从

本期起，我们每期推出一个三八红旗手（集体）故事，带大家走近这些优秀女性的动人时刻。

扫一扫，
看消防夫妻成长视频

刘敏、谢媛一家四口开心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