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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大众岳母娘”：接访 508对，劝和 306对

“税务蓝”和鸣“天使白”：你去抗疫我护家

“做志愿者让人年轻，
他们都说我像 17 岁……”
来自益阳市桃江县的肖正
秋今年 71 岁，从 2014 年
开始做公益，加入了 9 个
志愿者协会，还带领丈夫
温顺芝一起扶危济困，女
儿女婿也跟着她做好事。
婚龄 47 年的肖正秋调解
婚姻纠纷很有一套，是桃
江县妇联“有话好说”婚
姻家庭纠纷调适服务中
心的志愿者，截至目前，
她接待来访夫妻 508 对，
劝和 306 对， 被 大家戏
称为“大众岳母娘”。

2022 年，肖正秋家
庭 被 评为“ 全 国 最 美 家
庭”。

退休后，她做好事“上了瘾”
“曾有同行志愿者问我究竟是

哪个地方的志愿者，我回答说‘在

桃江，我就是桃江志愿者，在其

他地方，我就是湖南志愿者’。”

回忆起曾经的对话，加入�桃江��桃江�桃江�

环保志愿者协会、益阳馨欣公益

志愿者协会、长沙市助乐公益志

愿者协会等 9 个志愿者协会的肖

正秋露出�爽朗的笑容。

肖正秋的公益之路开始得不算

早，但非常充实。

2014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肖

正秋发现五保户罗爹爹住在牛棚，

且患有多重残疾。“地方不到十平

米，床铺就是几根木头几块木板

架起来的，他吃着一锅稀饭和白

菜，菜里一点油星子都没有。”此

情此景让肖正秋心酸不已，她下定

决心要帮罗爹爹。

肖正秋四处奔走，争取到有关

部门的重视，经多方筹资，仅用

一个月，就帮罗爹爹建起�两间平

房。肖正秋又动员各方亲友资助，

给他送去�电视机、电饭煲和各种

生活用品及四季衣服。罗爹爹的日

子变好�，肖正秋也感受到�从未

有过的成就感：“原来帮助人是一一

件这么快乐的事情！”

从此以后，肖正秋对做好事“上

�瘾”。她跟随资水志愿者协会走

遍�桃江� 20 多个敬老院，帮老

人看病问诊、理发、包饺子、包

粽子、整理内务；2016 年，她加入她加入加入

桃江�环保志愿者协会后，多次

到桃花江竹海、浮邱山景区捡拾

垃圾，宣传环保；2016 年、201�、201�

年桃江两次山��发，她���山��发，她����发，她���发，她���

捐近万元资金，前往灾区慰问灾

民，��好��点心，和志愿者一，��好��点心，和志愿者一�好��点心，和志愿者一和志愿者一志愿者一

同送到防�大堤，慰问抗�官兵

和值守工作人员……

这些年，肖正秋几乎每天都奔

走于各项公益服务活动，不计报

酬，乐此不疲。

丈夫温���心�情愿�起����心�情愿�起���心�情愿�起��心�情愿�起�心�情愿�起�

妻子的专属“公益司机”，�兼职搬

运工、后勤保障等。在夫妻俩的影

响下，女儿女婿和外孙都��公益，都��公益，��公益，

经常帮助���������品，帮助���������品，

发动小区业主捐赠�心衣物，参与

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等。 

婚姻调解，她劝和306对夫妻
“做 这项工作，我有优势：

年龄大、婚龄长、�情高……”

2020 年 �月，桃江�创建“有话

好说”婚姻��纠纷调适服务中

王志刚一家人。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稷安。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湖南省妇联根据《全
国妇联办公厅关于做好第十三届全国五好家庭暨家庭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推荐和 2022 年全国最美家庭寻找推荐等相关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精神，评选出了50户湖南省“五好家庭”、100户湖南省“最美家庭”、20 位湖南省家庭工作先进个人和 20 个湖南省家庭工
作先进集体。我们走近获选的部分家庭，展现他们的良好家风故事，唤醒文明建设的家庭力量，弘扬新时代家庭观，唱响新时代主旋律。

编
者
按

一袭“天使白”，全
力奋战在救死扶伤一线；
一身“税务蓝”，默默坚
守在税收岗位。在湘西自
治州有这样一户家庭，丈
夫王志刚是国家税务总局
吉首市税务局四级主办，
自 1995 年从税以来，始
终坚持工作在基层一线；
妻子张帆是湘西州人民医
院乳甲外科的护士长，践
行救 死扶伤、医者仁心
的职业精神，多次获岗位
能手、十佳护士长、优秀
共产党员等称号，并于
2020 年被授予“湖南好
人”称号。

2022 年，王志刚家
庭 被 评为“ 全 国 最 美 家
庭”。

肖正秋温顺芝家庭

王志刚张帆家庭

扫一扫
看最美家庭

更多精彩故事

你去前线抗疫，��后���，��后�����后���
“我已经写好�支援武汉的请

战书，作为一名共�党员、老护士，

现在国�需要我们，武汉需要我

们，我决定去前线！”2020 年新

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作为护士，张帆得知需选派医护

人员驰援湖北后，第一时间写�

请战书。因为时间紧迫，她用微

信告知�丈夫王志刚。

收到微信的�一�，��感、�一�，��感、，��感、

不安感涌上王志刚的心头，但他马

的评价，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而在妻子这 4� 天的抗疫时

光里，王志刚�默默担负起照

顾年迈父母和两个年幼儿子的

重任。

虽然�里情况特殊，但王志

刚没有向��提出任何要求，一

如既往地坚守岗位，发票发放、

库房管理、委托代征等各项工作

开展得井井有条。疫情期间，税

务部门全力推行“非接触式”线

上纳税服务，为方便纳税人及时

领取到发票，他始终坚守票证管

理岗位，及时为纳税人提供所需

发票，确保纳税服务不间断。在

票证运输途中，他经常����他经常����经常����

肩扛，有时候更是为配合大厅工

作加班加点。

“妻子比我辛苦多�，我在后

方无论是坚守工作岗位，�是照

顾�人，都让我觉得是在与妻子

并肩作战。”王志刚说。作战。”王志刚说。战。”王志刚说。

 

“榜样先行”才能成就好家风
“�风是��的面貌和灵

魂。”对于王志刚一�来说，好

�风对��来说至关重要，而

对于他们��来说，“关�身边

的人，尽�所能帮助别人”就是

他们一直坚持的好�风。

捐献衣物、义务献血、帮助

患有乳腺癌的妇女……王志刚和

张帆�带着两个儿子去�“精准

��”首倡地——湘西十八洞村，

让帮助别人、珍惜美好生活的理

念从小扎根在孩子心中。

陪伴是无言的�风�教，以

身作�、榜样先行�是�风�教

的具体表现。

在生活中，夫妻俩每年都会

准时给�里老人过生日，带他们

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工作中，

王志刚严格要求��，在平凡

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获全州税务系统三等功奖励；张

帆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于奉

献，践行救死�伤、医者仁心的

职业精神，多次获岗位能�、十

佳护士长、优秀共�党员等称号，

并于 2020 年被授予“湖南好人”

称号。在良好的��氛围熏陶下，

14 岁的大儿子王林灏在校成绩

优秀，多次获得“三好学生”和“优

秀学生”称号。

心，肖正秋闻讯后赶紧去报名，

成为�一名婚调志愿者。

肖正秋��的婚姻和和美

美。她说，��和丈夫温��属��属�属

于“一见钟情”，相识两年后�

建���。“结婚前，我们就达

成�共识，枝节问题不计较，原

�问题不让步。这么多年�，我

们彼此欣赏，互相尊重。”肖正

秋说。

�然，经营好��的婚姻对

婚调志愿者来说�不够。肖正秋

做�不少功课，学心理学，看关

于婚姻��的书，做起调解工作

来得心应�。

“夫妻间要用心交流，经常�经常��

思��的不足，保持理智，问问�

�，离婚真的是解决问题的好方

法吗？”面对每一对前来调解的

夫妻，肖正秋总是言辞恳切，劝

双方理智沟通，平等交流，寻找

解决问题的方法。两年来，她接

待�来访夫妻508对，劝和306对，

有�“大众岳母娘”的美誉。

“做�几年的志愿服务工作，做�几年的志愿服务工作，几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我觉得��越活越年轻，身体也

越来越好�。”肖正秋说。温��

�甚至开玩笑说，这些年，他�

�、女儿、女婿、外孙、外甥等

亲戚朋友都成�妻子的“下线”，

一同做起�公益。“�我�是要

把这份‘传�’工作做好，把温

馨和幸福传向人间。”肖正秋笑

着表�。表�。。

肖正秋经
常去养老
院慰问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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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整好心情回复妻子：“你别

担心�里，在�边一定要做好防

护，我一定照顾好大宝二宝，你

安心抗疫，等你平安归来！”

到达武汉后，张帆进驻金银

潭医院（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

分配至综合重症病区北五病区

工作，每天必须穿着厚实不透

气的防护服、戴上重重的护目

镜，面屏、�套、鞋套，里三

层外三层地包�后开始一天的地包�后开始一天的包�后开始一天的

护理工作。该区病人的平均年

龄在 �0 岁左右，最大的有 90有 9090

多岁高龄。因没有陪护和�属，。因没有陪护和�属，因没有陪护和�属，护和�属，和�属，

病人所有的基础护理、生活护

理，如喂饭、喂水、喂药、清

理大小便、换尿不湿、口腔护理、

会阴护理、压疮护理等都得由

护士完成，一天下来，防护服

里的汗就没干过，累得坐着就

能睡着。。

但面对高强度工作，张帆

从未叫苦叫累，而是用��的

专业技能为病人解决痛苦，用

�心去温暖他们。“临别时，有

位�0多岁的奶奶说舍不得我们，

我想这是病人对我们工作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