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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3

讲述老百姓的故事 反映大时代的变迁

坚持不懈、用心去做，
带动身边人、感染身边人——

张善国、吴立琴家庭：
把公益当成人生最大的“事业”
获评 2019 年度浙江“最美家庭”
、杭州市文明家庭

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徐楠 张蓉蓉

“手语学会了，她才肯嫁给我。”回忆起初识的时候，丈夫张善国笑着说，爱人吴立琴上进能干、乐观善
良，
能够娶到她很幸运。张善国今年 44 岁，
是一名伤残退役军人，
目前是江南爱心公益组织负责人。吴立
琴因为小时候用药不当，
导致双耳失聪，
她热心公益、
热爱摄影，
还是一名残疾人运动员。
张善国和吴立琴的家在春江街道临江村，
他们育有一儿一女。说起张善国一家，
街坊邻里都会竖起大
拇指。虽然夫妻俩都有残疾，
但他们心地善良、
热心公益，
日子过得平淡，
却把大爱传递给了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在他们的影响下，
一对儿女从小就学会了助人为乐、
与人为善。前不久，
张善国、
吴立琴家庭被评为
张善国一家合影

▲

2019 年度浙江
“最美家庭”
、
杭州市文明家庭，
他们的故事也被更多人知晓。

项目，纯粹做公益，因为公益能让孩子
们感受正能量，也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
积极向上。
“每一次志愿服务，我都会用
心去做，这样才能带动身边人、感染身
边人。”如今，公益已成为张善国最大的
“事业”
。

管孩子，放在我们这里，家长们都很放
心。
”
张善国说。
书屋内的展示柜里，陈列着一些陶
瓷器物，高脚碗、小碟子、小茶壶……大
部分是张善国收集来的，其中一只表面
有印花的盘子，是杭州一位女士特地拿
来送给他的。
“ 这位女士是在客运南站
认识的，因为喝了我们送的凉茶，聊过
家常。”张善国说，当时这位女士说有时
间想到他家来坐坐，来了之后看到这些
陶器，
就把自己的盘子送来了。

家里开了个“江南爱心书屋”

张善国儿子为乘客送上凉茶

把公益当成“事业”
张善国和吴立琴是通过婚姻介绍
所认识的。张善国清楚地记得是 2006
年正月里，那时吴立琴是区残联聋人协
会委员，后来当了副主席。
“ 刚开始沟
通就用手机或者手写，慢慢地也开始学
习手语，我本身很笨，但日常手语学得
还算快。”张善国说，吴立琴向上向善
的品性吸引着他，让他有了成家的想
法，而吴立琴对他的要求就是学会手
语。
“接触公益也是因为我爱人，大概
是 2012 年，她经常要带聋哑朋友出去活
动，需要可以正常沟通的志愿者，我就
担当了这个角色。”张善国说，在帮助残
疾 人 的 同 时 ，他 的 内 心 也 是 温 暖 的 。
2014 年 7 月，张善国和身边好友一起组
建了江南爱心公益组织，主要为老年人
和残疾人服务。目前，江南爱心公益组
织已拥有 500 多名成员，全年无休开展

志愿服务。
江南爱心公益组织在客运南站设
了一个服务点，夏天，会为赶路的乘客
送上凉茶；冬天，凉茶变成了姜茶。
“为
需要的人送去帮助，让我找到了自身
的价值。”张善国坦言，自己两个孩子
也在公益的氛围中成长，都成了志愿
者。他还记得，G20 杭州峰会期间，女
儿也参与了客运南站的志愿服务，那
次，女儿将两杯凉茶送到了国际友人
手里。
“ 两个黑皮肤的外国人接过凉茶
后，一定要和女儿拍照留念。”张善国
说，这是女儿第一次接触外国人。还
有一年冬天，女儿看到一个小伙子在
候车室吃着糯米饭，就送了一杯姜茶
过去，小伙子很感动，还在大厅的留言
本上留下了一段感谢的文字。他儿子
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做公
益，参加文明劝导、捡垃圾、关爱老人
等活动。
张善国说，江南爱心公益组织不做

“家庭改变了我。”张善国刚退伍回
家那段时间，整天无所事事，经常会去
打麻将，
而成家后，
一切都改变了。
走进张善国家，一定会觉得这是幸
福且富足的一户人家，庭院种着花花草
草，还有充满设计感的小景致，屋内收
拾得干净整洁，古色古香是主基调。张
善国说，房子是 2010 年左右建造的，夫
妻俩都喜欢种花草，家里的陈设都是这
些年慢慢添置的。
其实，张善国和吴立琴的物质生活
并不富裕，原先他们在家里开过一个小
店，卖卖杂货，因为村里生意不多，去年
小店关门了，变成了“江南爱心书屋”，
公益从此成了这个家庭的全部。张善
国的抚恤金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吴
立琴也曾在福利企业工作，补贴家用。
“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但很幸福。”张善
国一家几乎不会出去旅游，
“ 在家里做
有意义的事情，
就很知足了”。
说到“江南爱心书屋”，张善国带记
者参观了一番。这间书屋设在一楼东
侧的房间，20 多平方米，摆放着书架、桌
子、展示柜，墙上挂着 10 多面锦旗。去
年书屋对外开放，仅暑假来看书、换书
的就有几百人，除了借阅书籍，书屋还
承接了不少公益课，志愿者们会在书屋
里给孩子们讲垃圾分类、爱眼护眼等知
识，还有一些公益书法班、暑假作业班
也放到了这里。
“ 暑假不少家长没时间

公益路上全家总动员
张善国带着记者参观了家里的其
他角落，正对着楼梯的墙面上，挂着四
块牌匾，每一块匾上都有一句话，这是
他们的家训。从左至右分别是“退一步
天高地阔”
“ 让三分心平气和”
“ 能吃苦
则成志士”
“常吃亏知足常乐”。张善国
说：
“挂在这里，可以让两个孩子每天都
能看到。
”
“妇女微家”
“江南爱心之家”
“江南
爱心书屋”……张善国家，是不少公益
活动的场所，经常热热闹闹——街道会
把妇女活动安排在这里；过年时，富阳
书法家们会受邀来这里写“福”字和对
联。
“很佩服他们这一家。”一旁，张善
国的邻居不由地感慨起来。邻居说，前
几年大学毕业回来就知道张善国成立
了一个公益组织，
“ 公益推着他不断向
前走，他们整个家也变成了公益组织。
他老婆很聪明，
孩子也很懂事”。
说到妻子吴立琴，张善国眼里充满
着爱意。吴立琴喜欢摄影，她的网名叫
“简单人生”，作品经常出现在各大公众
号上，一幅名为《鹿山新城》的作品还在
富春山馆展出过。吴立琴从 2013 年开

始用手机拍照，2015 年买了第一台相
机，后来又买过一台，今年连“无人机”
都配上了。张善国非常支持妻子的爱
好。
“ 本身就听不到声音，她有爱好，我
肯定支持。”他说，妻子做任何事都会做
到极致，就像摄影这件事，她可以凌晨
起床去拍照，有时候等待几个小时就为
拍一个场景。
“我爱人很能干，换灯泡、修理电器
也都会做。”张善国说，前些年，村里有
人家电脑中病毒了，都会找她帮忙，杀
毒、重装系统，她都会。其实，这些也都
是吴立琴自己摸索出来的。
“ 虽然我们
文化水平不高，但都知道只有自己先做
好，才能教好孩子。”张善国说，妻子累
的时候，他会把家务活做好；他累的时
候，妻子会给他倒上一杯酒，让他“心里
暖暖的”。
“ 有时候我脾气会暴躁一点，
她就会冷静处理，她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哄一哄也就没事了。”张善国和吴立
琴相互理解、相互扶持，生活也就越来
越好了。
结束采访前，张善国给记者看了一
个短视频。视频是由吴立琴拍摄、剪辑
的，记录着一家人疫情期间开展的公益
活动。
“ 去年，我爱人考出了驾照，家里
也贷款添置了小汽车。”有了车，做公益
更方便了。
今 年 1 月 30 日 至 2 月 26 日 期 间 ，
张善国全家总动员，开始了一场送温
暖活动。每天下午，全家一起做馒头、
包 子 、花 卷 、茶 叶 蛋 等 。 晚 上 8 点 ，吴
立琴开车带着张善国来到高速路口、
村口和小区大门口，给值勤的干部、志
愿者送上夜宵。从视频里可以看到，
张善国夫妻俩的动作非常快——拿上
食物，下车小跑送到值勤人员手中，几
乎没有交流，转身就跑回车里，接着赶
去下一站……

“美丽杭州”区专班对专项整治组开展督查
“回头看”
记者 王利婷 通讯员 夏晓冬
近日，
“ 美丽杭州”创建督查会议在区城管局
召开，会议听取了 8 个专项整治组工作开展情况及
重难点问题整改汇报，并针对我区近期排名落后
的局面，部署下一步工作重点。区政协副主席方
仁臻参加会议。
8 月份，我区在“美丽杭州”创建工作中排名良
好，但在 9 月第一周的考核排名中，我区在 8 个区
县市中排名靠后。其中，8 个专项整治组中有 6 个
组失分高于同序列的平均失分，建筑工地及周边
整治组失分情况最为严重。会上，各整治组分析
了考核失分原因以及重点存在问题。会议指出，
区园管局等单位思想松懈，交办问题超期未反馈、
未整改较多；区交通局、区住建局等部门职责有待
压实，如区交通局对 320 国道路面污染问题执法查
处力度不够，存在交办件推诿拖延现象。区住建
局对建筑工地周边的道路环境问题交办件整改不

及时，部门与街道之间各自为战，牵头作用不明
显；各专项整治组与上级部门对接不够紧密，对于
督查检查和考核的方向、针对性把握不准确，导致
考核失分较多。
会上，各专项整治组对“美丽杭州”创建工作
取得的整治成效、积累的经验方法以及下一步攻
坚克难的措施方案等，作了进一步梳理。会议要
求公安富阳分局对 40 条交安设施未移交道路加
快移交进度，确保月底前将剩余的 12 条道路全部
完成移交。
为扭转考核落后局面，争创“美丽杭州”优秀
成绩。会议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各专项整治组要
加强与市级专班的对接，找准短板及薄弱环节，
着力解决重难点问题；二是压实责任，对内强履
责。各专项整治组要增加人力投入，提高检查频
次，对标杭州整治要求，强化与街道的对接，加快
整改效率；三是发挥区专班牵头作用，确立协调
合作工作机制，重点围绕领导关注、重复投诉、媒

体曝光等方面问题，
集中解决重点环境顽疾。
根据前期各专项整治组日常工作开展及 8 月
份以来杭州考核成绩，结合本次专项督查情况，区
“集中攻坚”行动工作推进小组对各专项整治组实
施阶段性排名（8 月 1 日—9 月 10 日）。排名分值由

两大部分组成：专项督查（占 70%）、杭州每周考核
成绩（占 30%）。
会议要求，各专项整治组要进一步加强“美丽
杭州”创建行动的紧迫感，始终保持高标准工作，
全力以赴推动我区环境提升工作再上台阶。

各专项整治组排名
牵头部门

专项整治组

排名

区城管局

城市道路及两侧环境整治组

1

区交通局

公路铁路及两侧环境整治组

2

区城管局

城市河道环境综合整治组

3

区住建局

住宅小区环境秩序整治组

4

区城管局

城市综合环境秩序整治组

5

公安富阳分局

道路交通秩序整治组

6

区城管局

园林绿化环境整治组

7

区住建局

建筑工地及周边环境整治组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