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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不忘初心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争做最美争做最美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工作者

河北省残联开展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争做最美残疾人工作者”推选展示活动，经过推荐、初评、票选及终评几个阶段，最终推选出翟暄等10人入选“最美残疾人工作者”，

陈景霞等9人入围“最美残疾人工作者”。他们有招商引资、开办企业、培训技能，带着残疾人脱贫致富的老大哥；有打造残疾人之家，让残疾人可信赖、可依靠的“娘家人”；有公开

自己手机号，第一时间解决残疾人诉求的“残疾人的110”；有残疾人运动员的“贴身保姆”和“知心家长”……他们奉献在基层、战斗在一线，他们是全省520万残疾人朋友的左膀右

臂，是无私守护残疾人朋友幸福、健康和快乐的钢铁战士，是默默无闻、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璀璨明星。

该活动是省残联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举措，先后历时两个月，共50余万人次参与，十余家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榜样的舆论高

潮，为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残疾人工作者，感召更多人加入助残行列，激发全省残疾人工作者和全社会共同为扶残助残贡献力量奠定了舆论基础。

他善于学习，勤于钻研，2016 年调任

魏县残联理事长后，迅速进入新的角

色。三年多来，魏县残联先后荣获“全国

优秀基层假肢服务站”“河北省残疾人之

家”“全县脱贫攻坚集体奉献奖”等荣誉

称号。

他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使内部管理

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明晰了

工作流程、工作责任，形成人人有担当，

事事有人管、工作争优先，风清气正、积

极向上的良好工作局面。

他一心想着残疾人的疾苦，想方设法

为残疾人就业、致富找门路，极力维护残

疾人的合法权利。他始终坚持在一线接

待群众，每年接待来访200多人次。魏县

的工作经验多次被省市推广，残疾人辅

具试点县的获批带动了辅具适配的新模

式，也为辅具工作的开展开辟了“试验

田”。

一切为残疾人着想，一切为残疾人服务，

一切为残疾人排忧解难，从一点一滴做起，开

创了魏县残联工作新局面。

邯郸市魏县残联理事长

——李翔峰

他幼年因意外失去右手，几十年

来，克服身体不便，带领乡亲共同致富，

坚持“扶志”与“扶智”结合、“输血”与

“造血”并重，先后创办了花生、冷饮加

工厂，产品远销省内外，实现利税数百

万元。

为解决吃水难问题，通过上级补助

和村集体自筹方式投资 45 万元，让村

民免费吃上了清洁的自来水。为造福

下一代，他掏空家底垫资，并多方凑集

资金 560余万元，建成了一座全县一流

的九年制中小学校，让孩子们在家门口

就能接受优质教育。

他带领村民克服种种困难，筹资

7000余万元，建设新民居，一、二期已建

成楼房 4 栋，132 户村民搬进了新房。

并明确残疾人优先、免费入住的原则，

18个残疾人家庭第一批享受了实惠，他

们由衷称赞“共产党时刻记着残疾人”。

他常说“健全人能干成的事，咱们也要

干成，还要干得更好”。62岁的老党员，带领

乡亲共同致富。

石家庄新乐市肢残协会主席、陆桥村残

疾人专职委员 ——尚吉平

最美残疾人工作者

13年来，她参与选拔了300余名残疾人运动

员。这些运动员在2016年里约残奥会上，共获得

18枚奖牌，打破6项世界纪录；2018年平昌冬残

奥会上，获得单板项目第九名，实现我省首次有

运动员参加冬残奥会的历史性突破；2019年全国

第十届残运会上，共获得87.5枚金牌67.5枚银牌

48.5枚铜牌，河北代表团奖牌位列全国第二。

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在没有运动员、教练员和训练场

地，没有经验可循、基础可依的情况下，她带领

科室同志一次次冲击自身极限，推进我省冬残奥

项目发展。为了选拔好苗子，一天跑过5个县，面

试500多个孩子。2个月走遍了全省100多个县

区，最终在2万多人中选出300多名15岁左右的

苗子试训；为了选聘好教练，她从大连旅顺的宾

馆，追到哈尔滨亚布力的训练场，最终她的真诚

打动了这些教练，选聘了国内一流教练员5人，组

建起14人的教练团队；为了寻找合适的训练场

地，她走寻河北、黑龙江等省的36个专业雪场和

冰场，行程3万多公里。在她的不懈努力下，我省

组建6支冬残奥项目队并正常开展训练工作。

升国旗奏国歌拿奖牌，她愿意把自己一

生奉献给残疾人体育事业，昔日的国家级健

将驰骋赛场，如今的竞训科科长南征北战。

河北省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指导中心竞

训二科科长 ——万东红

她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残疾人，健全

完善了乡、村两级的组织建设，并依托

乡村两级组织，完成全县 11122 名残疾

人信息及时准确录入，为服务残疾人提

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2019 年 111 户

建档立卡残疾人家庭中涉及136名残疾

人全部脱贫，残疾人家庭生活得到明显

改善。

她积极组织滑雪、手工制作、心理

健康咨询等文体娱乐活动，丰富了残疾

人的文化生活。她不断提高自己的综

合素质，促进残联干部综合素质和执行

能力的提升，为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

务熟练、作风优良、服务规范的残联干

部队伍，推动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提供

持续的智力支持。2019 年 5 月，固安

残联被河北省残工委授予“河北省残疾

人之家”荣誉称号。

坚 持 以

人为本，牢记

扶残助残的

神圣使命，立

足基层，主动

开展服务。

廊 坊 市

固安县残联

理事长

——王雅维

今年61岁的文革2002年加入残疾人公益

组织——张华绿色家园，2004年接任会长。

2005年7月，她成立了残疾人柔力球俱乐部。

十几年来，队员们参加了三次全国残疾人柔力

球比赛，均获得前三名的好成绩。她组建的残

疾人轮椅太极队在省残联举办的 2012 年、

2016年的比赛中分别获得团体第一、第二的好

成绩。

为搭建扶贫济困爱心平台，2006年她在任

丘设立了河北省第一家残疾人爱心衣物接收

站，十三年来共接收捐赠衣物40余万件，各类

图书近10万册，连续13年举办“送温暖下乡”

活动，受益人群近五万余人。

2007年12月，她借款46万元创办残疾人

拖布厂，十几名残障人士走上创业之路，12年来

不断发展壮大。2003年6月，省委领导做出批

示，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宣传“张华绿色家园”

的先进事迹，并树立好这个典型。2015年7月，

国内首个以病残人爱心群体名字命名的城市公

园——张华绿色家园主题公园在任丘奠基。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首届“百名好人”、

华北油田“道德模范”、沧州市“自强模范”。

沧州任丘市残联主席团副主席、张

华绿色家园会长 ——文革

他创办“残疾人温馨家园”2个、“残疾人温

馨小屋”6个，在21个乡镇（街道）建立康复服务

站。他帮助建立残疾人就业基地10个，开办各

类培训班42期，培训残疾人1921人次。他帮助

成立该市首家“中医推拿按摩培训基地”，举办

培训班10期70人次。

他协助成立该市首家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

中心，积极争取韩国衣恋集团61万元资金扶持，

为77名特殊肢体残疾人安装假肢。他协调住建

部门新改铺盲道1.2万米，公共场所改建坡道31

处，有效改善了残疾人生活及出行条件。

他坚持“保民生、兜底线、奔小康”，全力打造

“爱从这里传播”品牌。为3万人次发放残疾人

“两项补贴”2670余万元；1256人（次）残疾人享受

100余万元政府购买居家托养服务；为4862名残

疾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累计达3120余万元。

2014年5月，荣获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残疾人联合会“河北省残联系统先

进工作者”称号；2017年8月，荣获国家体育总局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2019年7月，荣获中共

张家口市委“全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有耐心、有爱心，吃苦耐劳、踏实肯干，

残疾人把他当挚友，遇到困难时找他述说，

取得成绩时和他分享。

张家口市宣化区残联理事长

——翟暄

台营镇村的鲍继勤，夫妻均是残疾人，女儿

常年有病，房屋破烂不堪。她认真登记，并联系相

关部门办妥了危房改造责任书签订等相关事项。

当住进新房的那一刻，鲍继勤流下激动的泪水。

齐各庄村的残疾人盛小飞，脑瘫，肢体残疾一

级。祖建华帮他在网上报名，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资格

证书，为他办理了残疾人生活补贴、残疾人护理补

贴。他逢人便说：“残联有个小姨，帮了我很大的忙。”

一天中午，正在加班的祖建华发现单位来了

一名精神恍惚的残疾人，说走了三四天了，身无分

文，现在还没吃饭，找残联吃饭来了。祖建华发

现他的条理还算清晰，也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目

的和去向，于是，祖建华自己掏钱请这位“不速之

客”去吃饭，这名残疾人临走时向她深深鞠躬。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2018年以来，她为

6423名残疾人申请“两项”补贴，为187名残疾人

提供了居家托养服务，为75名残疾人子女和残

疾考生申请了助学金，为409名贫困残疾人发放

了补贴资金。祖建华常说，尽我所能帮助残障

朋友及其家庭，是我的分内之事，这样做，我无

愧于心，也乐在其中。

把残疾人当成自家人，无愧于心，乐在

其中。

秦皇岛市抚宁区残联教就部主任

——祖建华

张家口市残联张家口市残联
杨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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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最美残疾人工作者”

邯郸市广平县残联理邯郸市广平县残联理
事长事长 陈景霞陈景霞

河北省残联康复中心
赵会中

她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和幸存者，

2009年调入残联工作，一干就是11年。她

不是在办理残疾人证的现场，就是走村入

户在残疾人家中。她携手爱心企业开展

“精准扶贫、温暖行动”系列活动，累计送去

慰问品20多万元；为贫困残疾人发放辅助

器具697件，为428名低保残疾人免费办理

人身意外险，累计发放免费乘坐公交车爱

心卡3237张。

她积极组织残疾人运动会和“康复健身

周”活动，先后吸引1000多名残疾人参加，

2500人次残疾人参加体育康复锻炼。李冬

梅、李柏青、石磊、王平等残疾人运动员先后

获得国家级、省级金牌。

她是唐山市作家协会会员，以深情的笔

墨写下众多残疾人的故事。发表作品有《蜗

牛也是牛》《买米》《无题》《兰猫之恋》等近20

万字，《抱残不守缺》已在应急管理出版社出

版，专题《残联∙十年》记录了在残联十年的工

作经历。

唐山市路南区残联副理事长

——贾志凌

用自己的行动展示着自强不息的精

神风貌，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走在

关注、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路上。

他勇于担当，锐意创新，携手爱心企业

创建全国首个残疾人“双创园”，成为我省脱

贫攻坚工作一大亮点。今年5月，在第六次

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上，行唐

县残疾人“双创园”获得全国“残疾人之家”

荣誉称号，“双创园”园长贾茹受到习近平总

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他创建了为残疾人服务的微信群“我在

你身边”，把自己的手机号在群内公开，总能

第一时间帮助残疾人办实事、解难题，他就

是“残疾人的110”。

他组建的行唐县凤舞龙翔羽毛球俱乐

部助残志愿服务团队荣获了“河北省先进

志愿服务组织”荣誉称号。2018年动员和

号召爱心企业开展了多次志愿服务活动，

被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文明办等十

五家单位联合授予“河北省先进志愿服务

组织”荣誉称号。

勇于担当、锐意创新，携手爱心企业创

建全国首个残疾人“双创园”，被誉为“残疾

人的110”。

石家庄市行唐县残联理事长

——刘亚林

她的工作直接面对老、弱、病、残、灾

等弱势群体，每次接待来访，她总会以朋

友的方式和群众沟通，了解需求，解决困

难。在东亭镇工作 8 年来，卢静十分珍

惜为残疾人朋友服务的机会，乐观、豁达

的去服务残疾人。

她始终坚持学习，经常参加各类残

疾人工作业务培训，积极学习各项法律

法规，致力于做残疾人工作的“明白

人”。2018年以来，卢静带领工作人员制

作宣传标语 80 余条，发放政策明白纸

2000 余份，召开残疾人工作会议 26 场。

走遍了全镇15个村，遍访1136名残疾人

的家庭。

她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号召爱心人

士捐款捐物。今年以来，发放残疾人辅

助器具20余件，为10户残疾人送去生活

物资，还组织“爱心飞扬”志愿服务团到

东亭镇对残疾人家庭进行帮扶、慰问。

扑下身子钻业务、解民忧、帮民富，做广

大残疾人的贴心人，努力让残疾人过上幸福

生活。

定州市东亭镇残联理事长

——卢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