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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疫 家庭·

轮椅上的她，凌晨三点还在筹口罩
李丽家庭

2020年5月28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美编／熊晓丽
E－mail：tangtx@fengone.com

闫玉兰家庭

湖南

“面对如此重大的疫情，我们也应当进入
‘一级响应’状态，竭尽所能与全国人民一起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这是 2007 年度
感动中国人物、湖南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湖
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负责人李丽在家庭会议上
的号召。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从严格要求
团队成员做好自我隔离防护到开展防疫宣传工
作，从制定响应方案到广泛链接资源助力医院、
社区，李丽的这个春节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有
时夜里三点还在筹措口罩等防护物资。她的儿
子蔡博飞则负责联络“供给方”，刚怀孕的儿
媳王栩也竭尽全力配合做好后方服务。5 月 15
日，李丽家庭被评为全国抗疫最美家庭。

采购 20万只口罩解燃眉之急

大年初二，得知省内各个

医院面临医疗物资缺乏的困境，

李丽带领儿子蔡博飞连夜组建

起由 7 名团队骨干组成的“丽

家军阻击疫情指挥群”，召开微

信会议。

李 丽告 诉 记 者， 她 在 微信

会议上做了以下安排：成立两个

工作小组，一是“供给侧”工作

组，由蔡博飞负责对接捐助方和

供货方；二是“需求侧”工作组，

儿媳王栩和团队同事一起负责对

接需求单位，包括医院、乡镇、

社区等。李丽担任总指挥，负责

统筹调度。

李丽积极联络医疗用品供货

方，并将口罩等医疗物资缺口需

求与国内多个基金会和企业对

接。通过几天的沟通协调，1 月

31 日，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

决定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长沙市第一医院各

捐赠 5 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2 月

1 日下午，该批物资如期到达长

沙黄花机场海关，蔡博飞带领受

赠单位提货，第一时间将 10 万只

口罩送往了湖南抗击疫情的第一

线，为医务人员解了燃眉之急。

在医用口罩需求最迫切时，

李丽利用她所有的社会关系联

系海外资源。2 月 6 日，李丽找

到了保利长大工程公司驻俄代表

协助采购一次性口罩，蔡博飞和

王栩作为采购对接人克服时差，

协调联动，全力奋战。最终，10

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和 4800 瓶

（250ml/ 瓶）免洗手消毒液发放

到了全省 14 个市州、122 个县参

与城乡社区防控的社会工作者、

志愿者等一线人员手中。

李丽还积极对接企业资源支

持湖南的社区防控。她联合中

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湖南

圭塘建设有限公司为长沙市天心

区青园街道、桂花坪街道和文源

街道，以及宁乡市灰汤镇和高新

区等地共捐助 100 桶（25L/ 桶）

消毒液和 1.5 万只一次性医用口

罩，价值 15 万元。

宅家抗疫，夫妻合作直播家教网课
大年初一，她写的文章《不惧

疫情，家在世界在》阅读量 10 万 +；
面对“全民宅家”，她与丈夫、儿子

携手制作家庭教育
公 益 课 程 并 直 播；
她的儿媳则穿行在
武汉疫区社区当志
愿者……

她就是岳阳市
婚姻家庭研究会会

长闫玉兰。5 月 15 日，闫玉兰家庭
被评为全国抗疫最美家庭。

疫情初期，
她写出爆款正能量文章

62 岁的闫玉兰算得上是抗疫

期间最早向社会发出正能量呼吁

的作家。

闫玉兰 从事家 庭教育研 究

20 多年，出版了两部家庭教育

专著，曾获评岳阳市“最美家庭”、

湖南省“书香家庭”、湖南省“学

习型家庭”。其家庭事迹被中央

电视台、《中国妇女》等十几家

媒体报道。

当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全国

进入“宅家休息模式”，有人惊慌

迷茫，有人不解抱怨。闫玉兰意识

到国难当头，应立即向全社会发出

呼吁。于是，大年初一，她撰写文

章《不惧疫情，家在世界在》，并

于次日发表在今日女报 / 凤网新媒

体，当天就有近 10万人阅读。

面对全国“宅家”局面，闫

玉兰认为，家庭除了学习防疫知

识，还应该补上家庭教育这堂课。

于是，闫玉兰负责备课和主

讲，在岳阳家中过春节的儿子帮

她整理相关资料，身为数控机床

专家的丈夫马尔福则帮她做视频

和 PPT 课件。很快，岳阳市电视

台邀请闫玉兰去录制了第一堂家

庭教育公益课程。

闫玉兰通过微信群、千聊、

抖音、岳阳市妇联微课堂等平台

推出线上家庭教育公益直播讲

座。“抖音短视频有 18 个，连续

直播了《家长做好四件事，孩子

宅家学习不发愁》《聊聊做个好

女人》等线上课程。”闫玉兰介绍，

她还带领团队共同开发温暖教育

系列课程两套共 25 节课，其中

11 节课在抗疫期间首播。课程仅

在华容县一所小学做直播时，就

有 1.7万人收看。

一些家长私下咨询求助，闫

玉兰同以往一样分文不收，耐心

回复。此外，闫玉兰组织婚姻家

庭研究会理事、会员为抗疫前线

捐款，一些亲友闻讯而来，最终

有 94 位爱心人士参与，共捐款

22638.66 元。当天，闫玉兰率队

将善款送到岳阳市红十字会。

儿媳在武汉当志愿者

闫玉兰女儿一家四口在长沙，

配合学校和社区开展防疫工作。而

闫玉兰的儿媳朱建平春节期间却困

在武汉疫区，这让全家人非常牵挂。

朱建平是武汉一家国企的

白领，面对疫情，她逆行而上，

冲在武汉疫区社区一线当志愿

者。她所负责的社区共 1300 多

户、3000 多名居民，有几十人

被感染入院，她的工作是帮社

区居民买菜送菜接快递。这个

社区病弱老人多，而且是老旧

小区，有的楼高八层也没有电

梯，朱建平和其他志愿者有时

一天得爬多趟楼梯。

此外，她还和社区干部日夜

轮班守在大门口，只有一个简单

布帐篷可歇脚。在寒风冷冽的冬

天 24 小时值守，同时还要忍受

一些居民的不理解。

闫玉兰夫妻非常关心朱建平，

不时与她沟通，给她鼓励。在今

年“三八妇女节”，闫玉兰还利用

网络平台向儿媳献花致敬。

（整理：唐天喜）

给困境儿童送“爱心防疫包”
3 月 12 日，李丽又带领团队

开展了抗疫后期湖南困境儿童群

体关爱项目。项目以“爱心防疫

包”为载体，以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留守等困境儿童为主要服

务对象，发动了 14 个社会组织

和上千名志愿者将防疫包送到了

全省 14 个市州、19 个县的 2500

名儿童手中。

其实，李丽一直以来就非常

关注儿童。

李丽是湖南衡阳人，1 岁时

患小儿麻痹症，童年从未站起来

过；40 岁时再遭厄运，车祸让

她下半身完全瘫痪，从此与轮椅

为伴。

后来，李丽来到长沙，创办

了“湖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和

公益网站“丽爱天空”，长期从

事公益事业和青少年心理教育工

作，多次深入省内外学校、企业、

社区、监狱义务开办家庭教育和

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讲座，帮助厌

学孩子重返校园，帮助学生戒除

网瘾。她的善行让 20 多万人获

得心灵的洗礼。她成了很多服刑

人员的“偶像”，被人们誉为“感

恩天使”“湖南的张海迪”“中国

的海伦·凯勒”。2007 年，她获

评“感动中国”人物和全国“三八”

红旗手，并在 2008 年成为北京

残奥会的一名火炬手。  

2015 年 7 月，李丽在党和政

府、企业、高校的支持下，正式

发起了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

长的大型公益项目“富心工程”。 

坐在轮椅上，李丽的足迹遍

及长沙、衡阳、永州、郴州、娄底、

邵阳、怀化、常德等地的 35 个

贫困县，已直接服务特殊群体青

少年 6 万人，含建档立卡贫困孩

子 4600 余人。

因此，1 月 31 日，由共青团

湖南省委牵头，李丽联合国内 5

名心理专家启动了“抗击疫情，

从心开始”心理专项志愿服务平

台，根据受疫情影响的各类人群

的需求和实际困难提供社会和

心理支持。

该平台共 招募了40 名具 有

心理专业背景的志愿者组成服

务团队， 建 立了4 个 微信 群 开

展 服 务。 从 2 月 2 日起， 每 天

10:00~22:00，专家及 志愿者在

线重点为全省青少年及其家人

解答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相关

心理困扰。心理援助微信服务

群开通首日便有 200 余人寻求咨

询与交流，专家解答各种咨询

1000 余条。

李丽和儿子、媳妇一起践行公益。

闫玉兰和丈夫、儿子、儿媳一起为抗疫加油。

扫一扫，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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