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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社区老人们口中常念叨的“丫头”
“闺女”；她是 88 岁老人愿将一辈子省吃俭
用积攒的19万元存款托付保管的人。她常
说，老人们的信任，就是最好的褒奖。一面
锦旗道出了居民的心声：“细雨润物无声一
心为民，信任源于真诚无比荣光”。

其实，她只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
17 年如一日坚守在社区一线，用心用情为
居民服务。她，就是新余市渝水区新钢街
道环山社区出了名的“敲门嫂”、党支部书
记彭敏。

7月15日，笔者见到彭敏时不禁暗暗惊
讶：略显瘦小的身躯，怎会蕴含如此满满的
正能量！

“丫头啊，这两年多亏了你！”

新钢街道环山社区是老旧社区，60 岁
以上的老年人占了三分之二，而且子女或
在外务工或搬到新小区，大都不在身边，老
人平日里的饮食起居只能靠自己。如何让
社区老人们过上更加安宁快乐的晚年生
活？来到环山社区工作后，彭敏就将辖区
内的空巢、独居、孤寡老人的生活状况时时
牵挂于心，常常敲敲门、问个好，帮助老人
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

2003年，刚来到环山社区不久的彭敏，
得知在环山南村21栋居住的83岁的王巧生
是一位孤寡老人。恰巧老人居住的楼栋与
当时社区办公场所距离不远，于是每天上
午上班前到老人家里去敲敲门，成了彭敏
雷打不动的工作。有时工作任务急，彭敏
就站在老人家门口喊“王大爷、王大爷
……”，得到老人回应后才放心离去。这个
习惯，彭敏坚持了近两年，直至 2004 年底，
王巧生远在无锡的侄子将他接回老家生
活。临走时，老人紧紧握着她的手说：“丫
头啊，这两年多亏了你！你天天敲我家门，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一个人在家里会出什么
意外。如果没有你，这两年我都不知道如
何度过，真的非常感谢你！”

“交给你，我放心！”

对于存款，大家一般都是自己小心保
管，但环山社区一位 88 岁老人却将毕生积
攒的19万元交给了非亲非故的彭敏保管。

环山北村15栋的97岁老人沈永健和88
岁老伴顾相兰，两个儿子远在上海、深圳工
作，他们成了社区名副其实的空巢老人。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彭敏主动承担起义务照顾
老人的工作，时不时敲敲门，上门看望。

2016年4月的一天，正在家里吃中饭的
彭敏接到网格义务辅助员的电话，说今天
去敲沈师傅和顾阿姨家的门，敲了半天两
位老人还是没来开门，在门外叫他们也没
有任何回应。彭敏立即放下碗筷，赶到二
老的家中。当彭敏打开房门，屋里光线昏
暗，按开电灯一看，吓了一跳，只见顾阿姨
不小心摔在了床和沙发的夹缝中间，整个
人困在里面动弹不得，只能发出痛苦、微弱
的呻吟，沈师傅也由于之前摔伤了腿一直
躺在床上无法活动，正急得说不出话。彭
敏赶紧拨打 120，及时将两位老人送到新钢
医院，并联系上了他们在外地的儿子。虽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但沈师傅终因年事已
高去世，留下顾阿姨孤身一人。

由于顾阿姨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无法
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经再三商量，老人住进
了渝水区城南办东风管理处老年服务中心。

顾阿姨生病住院期间，怀里一直揣着
一个陈旧的铝盒子，里面是她和丈夫一辈
子省吃俭用积攒的 19 万元定期存单。彭
敏看望老人时问：“顾阿姨，这些钱您交给
谁保管放心啊？”老人想了一会儿：“交给
你，可以吗？”“交给我，您放心？”“交给你，
我放心！”

面对老人的这份信任，彭敏很是感动，
承诺一定会保管好这笔钱，照顾好顾阿姨。
随后，彭敏与顾相兰的两个儿子签订了协
议，老人在养老院每月的费用，她按月打到
养老院的账户上，细心地保管好每月的银行
转账凭证，做好明细记录。同时，彭敏和社

区其他“敲门嫂”定期到养老院看望老人，整
理房间、聊聊家常，节日里送点牛奶、水果。

“她就是我的家人。”养老院里，顾相兰常常
紧紧拉住彭敏的手对其他老人说。

顾相兰老人离世后，彭敏及时把老人
托付的剩余款项 12 万元全部交还家属，在
彭敏的协助下，老人身后的相关事宜也得
到了妥善解决。2017年 3月 2日下午，彭敏
收到了从上海寄来的一个邮件，打开一看
是一面写有“细雨润物无声一心为民，信任
源于真诚无比荣光”的锦旗，这是已故老人
两个儿子寄来的。

“她比亲闺女还要亲！”

“在社区工作，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否
则很难得到居民的信任，工作也就无法开展
下去。”这是彭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环山南村 22 栋的李少友夫妇是辖区
内的空巢老人，儿子在广州成家立业，女
儿也很少回家，老伴王阿姨早年瘫痪在
床，一直都是靠 87 岁高龄的李少友照顾。
李少友有点老年痴呆，与人正常沟通有些
困难，彭敏便时常去敲敲老人的门，看看
他们有什么需求，李少友也习惯有事找彭
敏。家里灯泡坏了、下水管道堵了……诸
如此类生活中的琐碎小事，都是彭敏张
罗着解决。

王阿姨的身体一直是彭敏最为牵挂
的。有一年夏天，老太太因天气热、被子厚
中暑了，李少友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彭敏，彭
敏赶忙联系其女儿一起送到医院。针对王
阿姨这种情况，彭敏时常组织“敲门嫂”上
门为老人提供常规身体检查、理发等服
务。因此，两位老人逢人便夸彭敏：“她比
亲闺女还要亲！”

敲门，虽然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但
彭敏十七年如一日甘当“敲门嫂”，以一颗
赤诚之心为居民服务、为老人护航，敲出了
人间真善美，敲出了浓浓社区情，敲出了最
美夕阳红。

仲夏时节，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幸
福村的葡萄熟了。一年一度有关葡萄的
盛宴就此拉开帷幕。

7 月 10 日，记者来到这里。雨后初
晴，空气中弥漫着瓜果的芳香，果园里不
时传来游人的欢声笑语。在这丰收的季
节，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入园采
葡萄，下地摘果蔬，饱览田园风光，体验
农家乐趣，再品尝一杯园内企业自酿的
葡萄美酒，好不惬意。

中午，记者一行在村里的农家乐
用餐。只见餐馆座无虚席，还有游客
在排队等候。餐馆业主告诉记者，葡
萄熟了以后，他们就忙碌了很多。多
的时候一天要接待十多批客人，一天
收入近 5000 元。

然而，谁能想到，眼前这个风景优
美、经济富裕的村庄，曾是名不见经传的
穷乡僻壤。陈芝莲上个世纪 80 年代从
外乡嫁到这里，说起出嫁时的情形，她连
连摇头说：“那个时候，这里很穷，别说村
里，周边都找不到一家工厂，除了种地，
村民们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村里连条像
样的路都没有。”

穷则思变。2003 年开始，村党支部
带领村民发展城郊农业和乡村旅游业。
他们选择种植草莓、葡萄、花卉等高效经
济作物，打造城市的“后花园”“果篮子”
和“菜篮子”。如今，全村高效经济作物
种植面积达到 2300余亩，有农家乐餐馆
30余家。2019年，全村产值超亿元，人均
收入 2 万元。经济发展了，好事也接踵
而来，幸福村 2008 年获评全国文明村，
今年 6 月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近日又被文化和旅游部列入第二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做梦也没想到我们幸福村的生活
会变得这么好，不知不觉，过着过着，日
子就成了风景。”陈芝莲说。

富裕起来的村民有了更高的精神追
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文明素质。全村近
200名党员个个是旗帜。村里有 3个“幸
福讲堂”、3个图书阅览室、一支100多人

的文艺队伍。同时，长期开展“十星文明
户”“五好家庭”“科技示范户”评比。去
年以来，该村又展开了福文化教育，引导
村民造福惜福传承幸福。

村民自己管理村务，成效斐然。村
里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指导村民移风
易俗，节俭行事。村里有老“十姐妹”留
下勤俭持家、孝老爱幼、和亲友邻的良好
风尚，如今，村里年轻的“十姐妹”接过这
一棒。陈芝莲是新“十姐妹”的带头人。

“现在的‘十姐妹’已不是 10 个人，
而是一个组织。”陈芝莲告诉记者，“十姐
妹”监督全村的环境卫生，管理全村的民
风家风，关爱困难家庭等。她说：“哪里
有事情，哪里就有姐妹们的身影，我们是
幸福村的幸福守护者。”

记者手记 ▶▶▶
在幸福村景区的入口处，矗立

着一个火红的“福”字，它高9.9米，
寓意幸福村人对幸福长长久久的期
盼与追求。

幸福村的人幸福感特别强烈，特
别真实，因为这是他们艰苦努力几十
年奋斗得来的。他们不只是少数人富
裕，而是实现共同富裕。他们不仅拥
有富裕生活，还拥有良好生态环境。

村民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幸福。他们爱护环境，爱惜荣誉，关
心集体，整个景区内1000余户，家家
窗明几净，前庭后院花木葳蕤，家家
争当“十星”家庭、“五好”家庭。这
里民风淳厚，民心纯良，村民夜不闭
户、路不拾遗。数千亩瓜果从未有
人偷盗，数十家餐馆也从未有过坑
客现象。这里的村民勤劳依旧。不
管是搞种养，还是做服务，不管是创
业，还是去务工，大家都在撸起袖子
加油干，努力延续幸福，传承艰苦奋
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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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出人间真善美
————记渝水区新钢街道环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彭敏

何智勇 张青青 王玉思

——融媒体系列报道之一

“红军战士们，大家来看你们了！”7 月
18日下午，上峰村老支书胡克丰带着记者来
到“上峰无名烈士墓”，像往常一样，和红军战
士们先打个“招呼”，这是几十年来，上峰村村
民祭拜先烈时约定俗成的习惯。胡克丰告诉
记者，墓中安葬的是当时在红军第三医院救
治时因伤势过重而牺牲的红军战士，其中一
位战士给当地一位名叫蓝真才的村民留下了
一枚银戒指，上面刻有姓名。

“这枚戒指在我们家已经传了四代了，我
出嫁时，妈妈把它作为嫁妆给了我。”从县城
出发，记者来到万载县双桥镇黄源村蓝真才
的曾孙女蓝长招家中，见到了这枚意义非凡
的银戒指。

这是一枚男式银戒，戒面为正方形，上面
刻着“徐垂铨章”四个大字，在戒面的背面，阴
刻着“正美”二字。尽管历经80余年，戒指依
然散发着温润自然的光泽,可见蓝家对这枚
戒指的珍视和爱护。

红军战士为何会给蓝真才留下一枚银戒
指呢？蓝真才的儿媳、现年78岁的曾先华老
人对这枚戒指的来历记忆犹新：“这是当年一
位红军战士留给我家公的戒指，红军战士当
时住在我们家里养伤。”

曾先华老人的话，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
封的历史。

1933 年 4 月，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
府驻地小源（今万载仙源）遭敌人围攻。
为保卫红色苏维埃，红十六军、红十八军
和红独立师 1 万余人，于 7 日至 9 日在小源
附近的株木桥歼敌 600 余人，取得了“株木
桥大捷”。战斗中受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

在位于上峰村的红三医院救治。医院驻
扎地正是蓝真才的家，热心的蓝真才和其
他村民一样，闲暇时帮忙照料伤员，还经
常唱山歌给大家听。

有一天，又一位伤员被送到了医院。这
位伤员姓徐，是红军某班班长，在抓捕杀害红
军战士的保长时不幸负伤。蓝真才与徐班长
很快熟络了起来，徐班长告诉蓝真才，他来自
湖南，出来革命，就是为了消灭反动派，为穷
人打天下。

有一次，蓝真才的儿子高烧不退，医院也
没有退烧药，正当蓝真才急得不行的时候，徐
班长告诉蓝真才他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土方
法：煮一个鸡蛋，剥去壳后往里面塞一个银戒
指，用手绢包裹着，在孩子的额头来回擦动。
听后，蓝真才犯难了：鸡蛋有，但银戒指上哪
找啊。“真才，不要急，银戒指我这有。”说完，
徐班长将自己手上的银戒指摘了下来，递给
蓝真才。按照徐班长教的方法，很快，蓝真才
儿子的烧就退了，蓝真才非常感激。

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徐班长的伤势一天
天恶化，蓝真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又是寻
草药、又是帮他洗伤口。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营养品，蓝真才便抓泥鳅、抓石蛙，煮好喂给
徐班长吃，希望能增强他的抵抗力，尽快恢
复身体，但一切终是徒劳。临终前，徐班长
将戒指赠给蓝真才，并交代蓝真才，让自己
的坟墓朝着湖南的方向，以补不能尽孝爹娘
的遗憾。

蓝真才按徐班长遗愿将其安葬，此后每
年清明，都会带上儿子、孙子为徐班长扫
墓。蓝真才和他的儿子、孙子相继去世

后，扫墓的重任就落在了蓝家的
第四代身上，而那枚银戒指也作
为蓝家的传家宝，和红军精神
一起，代代相传。

“希望能通过这枚银戒指
找 到 红 军 烈 士 的 家 人 ，让 他 们

‘团聚’。”面对记者，蓝长招说出
了她的心愿。

80 多年过去了，徐班
长，你的亲人在哪儿呢？
你 的 名 字 就 是 徐 垂
铨吗？

亲爱的读者，如果
你有徐垂铨的相关线
索，请拨打江西日报热
线：0791-86849301 、
13970880306，联 系
我们，或扫左边二
维码加关注留言提
供线索和转发。

一枚戒指背后的故事

徐班长,你的亲人在哪里
本报记者 李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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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载县茭湖乡上峰村禁山
背的山脊上，有一座合葬墓，墓里
集中安葬着45名红军战士，墓前的
灰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同一个名
字——无名烈士。从 1950 年开始，
当地村民就自发为无名烈士扫墓，
延续几代，从未中断。

7 月上旬，江西日报社“走向我
们的小康生活”蹲点采访小分队的
记者在该村采访时，从老支书那里
得知了一位红军战士与当地村民
间，关于一枚银戒指的感人故事，给
我们以深深的震撼。

为此，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
本报组成“跨越86年的寻找”融媒体
采访组，将根据史料和仅有的线索，
一路追寻烈士的足迹，希望能在“八
一”前夕找到烈士的亲人，实现跨越
86年的“团圆”，以此告慰英烈、告慰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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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8日，蓝真才的儿媳曾先华讲述戒指的来历。 通讯员 龙 源摄

压题图：1934年，红军烈士徐班长临终前赠给上峰村村民蓝真才的戒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