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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 3242名环卫工人
获赠超3亿元保额保险

今日女报／凤网讯（记
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吴文捷）
当常德市 3242 名环卫工人

受赠超 过 3 亿元保额专属

保险的支票亮出来时，现场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些环

卫工人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7 月 6 日，新华保险第十九

届客户服务节在湖南常德开

幕，并在现场宣布为常德环

卫工人捐赠保险。

本届客户服务节以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和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旋

律，以“致敬新时代 关爱进

万家”为主题。未来三个月，

新华保险 1700 多家分支机

构将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特色活动，为 3000 余

万新老客户送去关爱，与客

户共享公司发展成果。开幕

式上特别安排了新华保险

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

益行动湖南常德站捐赠仪

式，为常德市 3242 名环卫

工人捐赠超过 3 亿元保额

的专属保险。

常德市常务副市长陈恢

清，新华保险公司副总裁刘

亦工、李源，湖南分公司管

理层，1200 余位新华保险客

户、业务员和 30 余位环卫工

人代表现场参加开幕式。

太平人寿客服节
凸显公益色彩

今日女报／凤网讯（记
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冯琼 廖
卉）以“鼓动人心，国潮

‘童’行”为主题，7 月 7 日，

2019 年太平人寿客户服务节

南区开幕式暨湖南分公司

客户服务节开幕式于长沙启

动。公益成为本届客户服务

节活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活动现场，精彩的“中

国鼓”、“盛世太平”舞蹈表

演，国潮亲子秀“长沙新衣

湖南秀”、音乐剧《节奏总

动员》等节目，获得了 1600

余位客户及家属的称赞。

期间，太平人寿总公司

客户服务部经理杜晋涛发布

了太平人寿 2019 服务体系，

介绍了太平快速便捷的基础

服务，如秒赔、保险服务密

码，还有太平精细化、全面

化的 VIP 客户健康管理 服

务。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将

以“陪伴”“公益”为切入点，

在全省十二家机构开展丰富

的客户服务体验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实习生  刘聪
没有彩礼，没有红包，没有豪华的迎宾

车队，也没有丰盛酒席……7 月 6 日，长沙

高桥国际商品贸易中心迎来了一场特殊婚礼。

今日女报全媒体率先报道后，读者纷纷留言

祝福。

这一天，轮椅上的“美人鱼”肖卓作不

仅依然是热衷公益的“中国好人”，更是终觅

良人的“最美新娘子”。

“曾经，只要看到白纱，我就止不住地掉

眼泪，那是我永远的痛和遗憾，从没想过，

我还能再次穿上婚纱，走上红毯，牵着他的

手完成人生最神圣的一刻。”肖卓作和新郎许

治辉相视一笑，满座宾客不禁热泪盈眶。

11 年前，在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因为肖

卓作胸部以下全部瘫痪，相恋五年的男友离

开。自此，她害怕婚宴和白纱，也不敢再次

追求爱情。当生活濒临绝境，社会和各界爱

心人士的帮助、引领，又让她通过公益事业

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早在 8 年前，《今日女报》

曾整版报道过肖卓作坚强乐观、投身公益的

“快乐美人鱼”形象。11 年过去，她一直不

忘初心，始终“奔跑”在公益活动现场。也

是因为公益，她和身旁善良温柔的许治辉相

知相爱，并决定携手共度余生。

原来，许治辉也是“红十字会”的一名

五星志愿者，无数次的轮椅演出、公益演讲、

跑马拉松等活动，两人早已在忙碌和鼓励中

熟悉，许治辉也慢慢爱上了这位善良勇敢的“美

人鱼”。去年年底，两人闲庭散步，没有气球

和鲜花，只有月亮做媒，许治辉鼓起勇气对

肖卓作说 ：“我愿意做你的腿，嫁给我吧！”

也曾犹豫，也有许多顾虑，但肖卓作选

择相信爱情。如今，肖卓作已成为一名准妈妈，

“我会和宝宝一起加油，未来再多风雨，一

家三口在一起，什么也不怕了”。

但谁能想到，肖卓作的婚礼，就连喜糖

也都是用爱“众筹”来的呢？

“谁有婚纱？借我穿一下，谁会化妆？婚

礼那天让我美一点。”最开始，肖卓作只是

想弥补多年前的遗憾，加上经济拮据，她并

没有打算操办婚礼，可是，亲朋好友们知道

这个好消息后，纷纷为了肖卓作的婚礼忙碌

起来。志愿者对接婚庆公司、布置现场，“轮

友”准备喜糖、排练节目，同学联系珠宝钻戒，

就连长沙市雨花区政府也积极为肖卓作的婚

礼寻找场地。就这样，肖卓作拥有了一场“完

美”的婚礼。

尽管如此，肖卓作还是希望一切从简：“没

有彩礼，不收红包，没有送亲车队，没有酒

席佳肴，只要带着祝福，我就心满意足。”

婚礼现场，“轮友”们送上了轮椅太极扇

和《移风易俗树新风》三句半等表演，小朋

友献上舞蹈《中华孝道》，还有朗诵和合唱

环节。把婚礼推向高潮的是，20 位中国好人

和道德模范一起来贺，并宣读《移风易俗》

倡议书。肖卓作呼吁 ：“不要把爱阻挡在大

排场、高额礼金、有车有房这些限制外，没

有这些，一样可以幸福。”

随着《婚礼进行曲》缓缓入耳，新郎单

膝跪地，为她的新娘戴上戒指：“肖老师，从

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双腿，无论什么困难，

我都会陪你一起走过。”

婚纱、喜糖、钻戒等都是众筹来的
“美人鱼”结婚，20 位“中国好人”和道德模范到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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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岁奶奶陪 500 多位老人度过“最后时光”
7 月 7 日晚，一

场志愿者分享会在
长沙举行，房间内
灯火通明，掌声阵
阵。其中一位长者的
分享，更是让一些
人流下了热泪。这
位长者，就是已经
75 岁的志愿者唐灼
灼，她擅长心理辅
导，已经服务了 500
位以上的临终老人。

7 月 8 日， 唐
灼灼接受了今日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的 采
访，讲述自己陪伴
老人们的故事。

大学教授临终前指名要见她
“我的心理辅导工作，主要是消除他们对于死亡的

恐惧，改善他们的心情，让他们放下对于亲情的牵挂。”

7 月 8 日，75 岁的唐灼灼在位于长沙的家里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临终的老人难免会产生负面情绪，有些

畏惧死亡，不愿与人交流，有些因生活不能自理而担心

被人嫌弃。她和伙伴们介绍自己的服务通常是“爱与陪

伴”，尽量不在老人面前提“临终关怀”这四个字。

而她之所以走进这支志愿者队伍，是因为受到自己

的偶像德兰修女的影响。

“德兰修女曾从污浊的大街上，废弃的垃圾桶中，阴

湿的街角里找到那些奄奄一息的人，把他们抱到自己租

的房子里，为他们洗澡，给他们食物。她甚至毫不嫌弃

地将浑身有蛆的将死之人背回家。”唐灼灼说，她 2004

年就开始做公益，而从事临终关怀的志愿活动，则是认

识了一家名为“爱与陪伴”的公益组织。“它的‘不分析、

不评判、不下定义’的理念与我非常相符。”

有一次，唐灼灼接到一名老太太求助。她的老公胡

明（化名）是一名大学教授，患了膀胱癌，医生说他只

能活三个月。胡明因此很绝望，情绪非常差，经常对医

生的治疗不配合，有时还打人。

唐灼灼赶到后，胡明也转过身去不理她。唐灼灼看

他坐着轮椅，便侧着身子，蹲在他身旁说 ：“你是大学

老师，大学可是我们那时非常向往的殿堂，大学教授更

是我最崇拜的老师。我以前向往大学，却因为家庭原因

只能读到高中。但我自学了大学课程，后来还到大学教

书了。”听到这，胡明主动转过身来称赞唐灼灼很不错。

接着，唐灼灼说起了自己的感悟：“我 2009 年也曾中

风。那时我就想明白了，能活一天，就好好活，与疾病较量，

也和平共处。因为生病让我知道了，要爱惜身体。”

在 50 分钟的交流结束时，胡明让爱人拿给他拐杖，

硬撑着把唐灼灼送到门口，并请她下次再来。

就这样，胡明在医生判断的 3 个月之外又多活了15

个月。在临终之际，胡明特意让妻子打电话，想见唐灼

灼一面。只是因为唐灼灼有事无法脱身，胡明爱人便拿

出唐灼灼过往陪伴胡明的照片，一张张翻给他看，陪胡

明走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供图：受访者

她陪伴了500 余位老人
“通常，我去陪伴的都是比较难打交道的老人。”

唐灼灼告诉记者。

一位 60 多岁、名叫施然（化名）的老人住在一

家养老院里，常年卧病在床，经常骂人。唐灼灼得

知后，主动要求去陪护。“我一进门，在他还没有

拒绝的时候，就开始主动喊他。”唐灼灼告诉记者。

她开口就是充满感情地喊一声“施大哥，我来看您

了”，而不是平淡地介绍，我是哪里哪里的义工。然

后，唐灼灼走到床前，牵起他的手，跟他交流。当

时，施然床前有一个痰盂，味道非常难闻，但唐灼

灼当做不存在。“我知道他脾气不好，又爱抱怨，但

为人正直，曾经在单位被排挤。”唐灼灼告诉记者，

她依据“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的原则，先

是称赞老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果然，老人觉得终于

有人懂他了，开始接纳她，并倾诉一些不痛快的事情。

当唐灼灼准备离开时，施然说，只要她来，房门不

上锁。一段时间后，施然安详离开人世。

在陪伴老人的过程中，唐灼灼和义工们摸索总

结出来了陪护的“十大技术”，包括用心倾听、祥

和注视、抚触沟通、动态沟通、经典诵读、音乐沟

通、同频呼吸、同频共振等。

正是抱着“爱和陪伴”的理念对待每一位老人，

唐灼灼已经先后为阿尔兹海默症的

大学教授、重症卧床的飞行员、失智

失能的老教师、尿毒重症的家庭主

妇、抗战英雄老兵、上山下乡老知青、

失智失忆老工人、癌症晚期公务员等

500 余位老人，做临终心灵呵护服务。

在唐灼灼看来，她之所以能获得

这么多老人的认可，是因为她的年龄

与他们相仿，有相同的经历，有共同

的话题，更容易共鸣。“但目前，长

沙能够做好临终关怀的志愿者还是

太少了。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唐灼灼说。

←唐灼灼（右一）常面带笑容与老人真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