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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人

人物：

蔡斯迪

，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获得者

守护英雄丈夫 撑起一个家

2020 年 11 月 20 日，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广州地区的

24 个先进典型在会上获表彰，其中来自

林和街道紫荆社区的蔡斯迪家庭，被评

选为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 蔡斯迪的背

后的故事，令人动容不已。

十年前，在一场大火中，蔡斯迪的

丈夫李盛元在扑救大火时被摔至重伤，

全身多处骨折。 十年间，作为妻子的蔡

斯迪成了丈夫背后最有力的支撑，扛起

了照顾负伤丈夫和年幼孩子的责任。 支

撑这位坚强的妻子一路走来的信念就

是，“既然丈夫倒下了，我就要撑起这个

家”。

一肩之力撑起一个家

2005 年， 新婚后才不到半个月，丈

夫就接到任务赶回部队。 从此，夫妻俩

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维系夫妻感情

的，是每天晚上的一通电话。 但即便是

这一通电话，有时也会因为突如其来的

任务而匆匆中断。 电话那头，只剩下为

丈夫担心和祈求平安的蔡斯迪。 然而，

令她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2006 年，广州钛白粉厂发生四氯化

钛泄漏事故，她的丈夫李盛元作为消防

员，在扑救大火时摔成重伤，全身多处

骨折。 在得知丈夫受伤的消息时，蔡斯

迪正身怀六甲， 距离预产期不到一个

月。 为了让丈夫能安心养伤，她坚强地

承受着这一切。 同年 9 月，蔡斯迪顺利

地当上了妈妈。 在汕头刚坐完月子，她

就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来到广州，陪

伴照顾术后的丈夫。 此后，她在医院整

整陪了两年零四个月。

作为妻子的蔡斯迪成了丈夫背后

最有力的支撑，她以一肩之力扛起了照

顾负伤丈夫和年幼孩子的责任，帮助丈

夫重返消防岗位。 支撑这位坚强的妻子

一路走来的信念就是，“既然丈夫倒下

了，我就要撑起这个家”。

十年付出无丝毫怨言

从 2006 年到 2011 年，丈夫前后经

历了 4 次手术，每次术后都有一个月生

活不能自理。 为丈夫送餐喂食、敷药、服

侍大小便，蔡斯迪样样不落，熬药更成

了每天必修课。 为防止丈夫长褥疮，蔡

斯迪每天几次为他按摩擦拭全身。 这期

间，蔡斯迪没有安心地睡过一个完整的

觉，吃过一顿完整的饭，单是中药，她就

足足熬了 1400 多包。

蔡斯迪还总是尽量鼓励和安慰丈

夫，给予他精神支持。 而家中的大小事

情，也都落在了蔡斯迪的肩上：每天接

送孩子上学，辅导学习，做家务，照顾老

人，事无巨细。

在蔡斯迪的精心照料和陪伴下，

2011 年， 李盛元主动申请返回部队，被

任命为特勤大队副大队长，走上了训练

场传授经验。 除了贤妻，蔡斯迪还是婆

婆眼中的好媳妇、 儿子眼中的好妈妈。

她不仅在经济上赡养老人，而且注重给

老人精神心理上的慰藉；不仅尽心照顾

着儿子的学习生活，还注重做孩子道德

养成的引路人。

十多年来，蔡斯迪用行动诠释了何

为最美的爱情和最温暖的亲情。“10 年

的时间里，我也常常觉得很疲惫，常常

感到很艰难，可只要看到盛元一天天好

起来，看到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我就

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浓浓的幸福。 ”蔡斯

迪说。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人物：

李智贤

，华康小学校级家委会长

守护孩子成长 把家委当事业

“超人”“热心肠”“爱操心”“有困

难，就找她”……谈起对校级家委会长

李智贤的印象，华康小学的几位家长和

学生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这些关键词。 在

大家眼中，相比于家委，李智贤更像一

位温暖可亲， 值得信赖的“大家

长”。 一名学生这样形容她：老师

的好帮手， 家长的好伙伴、 引领

人，孩子们共同的“好妈妈”。

认真细致，参与学校大小事

李智贤当家委已有近十年时间，在

儿子读幼儿园的时候，这位全职母亲便

应园长邀请加入了家委会。 渐渐地她发

觉，纯真可爱的孩子们总能触动她心中

最柔软的地方，她也十分享

受与小朋友相处的时光，因

而待儿子升入华康小学后，

李智贤便也自然而然地成

为了小学的家委。

从统一采购教

辅资料到准备演出

服装道具， 从节目

排练到维持上学路

安全秩序， 从参与

运动会、南瓜宴、义

卖、 校庆等各色学

校活动的筹划，到

监督午餐、 课后托

管等各项招标项

目， 学校大大小小

的事情， 都少不了

李智贤忙碌的身

影。 清楚家长的诉

求， 知晓学生的状

态， 也了解学校的

情况， 她带领着家

委们架起家校沟通

之桥， 双方亲密合

作，让“教书育人”

结出更丰硕的果

实。

“一切为了孩

子” 是李智贤作为

家委的宗旨， 因此在做家委工作时，

她总是以一颗母亲的心全情投入其

中。 有时候突发灵感，想到正在进行

的活动存在不妥之处或有可以提升

的地方 ， 她便急匆匆地赶回学校 。

“有事情一定要当天完成， 不然心里

不踏实。 ”

家长的好伙伴，大家的好妈妈

李智贤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又长时

间担任家委， 对于家长们共同的苦恼，

她再明白不过。 将心比心，每当有家长

工作忙碌、照顾不及的时候，李智贤都

会尽力帮忙。“我会想，如果是我的孩子

没人照顾的话，那该怎么办？ ”

在她的微信中，学校群被设置在置

顶位置，方便她及时掌握学校动向。 每

天放学后，她会将当天作业、第二天上

学要穿的衣服、要带的书本等内容发在

群中提醒大家。 若有时间，她还会逐条

翻阅群里的未读消息，挨个回答家长的

疑问，让家长们能够跟上学校的教学进

度。

若有家长赶不及接孩子，她热心地

帮忙接送，或是先接到自己家里代为照

看，等父母有空时再回家。 想到父母在

教养孩子时普遍存在焦虑情绪，她在学

校校长的带动下组织家委们举办线上

读书分享会，给家长一个吐槽、交流的

平台。 当李智贤所在的班级率先举办成

功并总结出可行模式后， 学校其他 24

个班级纷纷开展，反响热烈。

在孩子面前，李智贤也是一如既往

的热情亲和，她慈爱的笑脸、鼓励的话

语、 耐心地辅导让孩子们感念在心，她

亲手煲的时令汤水和凉茶也让学生们

念念不忘。 不知不觉间，她成了“大家的

好妈妈”， 小朋友有心事都乐意向她倾

诉，孩子们对她的称呼也从“阿姨”，变

成了亲切的“谦妈”“君妈”。

守护孩子健康成长，会一直做下去

李智贤不计得失的奉献，让家长们

的内心产生了矛盾： 既依赖于她的帮

助，又心疼她的辛苦。 有家长劝她别再

这么操心学校里的事，把时间多放在自

己的两个孩子身上。 然而对于李智贤来

说，“少操心”却是件难事：“这已经成了

我的习惯，学校没有活动时，我反而觉

得少了些什么。 我是把家委当作一份事

业来做，能够帮助他人，得到大家的认

可，我觉得很幸福。 ”

有一次，一位家长半小时找不到孩

子，以为不见了，第一时间来找李智贤

帮忙， 虽然最后孩子并不是她找到的，

那位家长依旧因她的陪伴而感到心安。

“她跟我说，有我在就是‘定海神针’。 听

到这句话，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表

达的。 ”李智贤说。

当家委不只有付出，也让李智贤收

获了许多，有闺蜜与友谊；有家长们为

她秘密准备的、装饰满鲜花与气球的惊

喜生日派对；有校园里师生家长一张张

相迎的笑脸；有通过言传身教给孩子树

立起的有力榜样；也有自身的进步与成

长。

“当家委的经历让我更进一步地

认识到了怎样去做一个好家长。如果

以后还有机会， 我想我会一直做下

去。 ”李智贤说，“一切为了孩子的健康

成长。 ”

信息时报记者 梁雨琦 黄冠柽

蔡斯迪。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李 智 贤

和 孩 子 们 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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