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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村里闻名的“邋遢
人家”， 如今成为村里人羡
慕的“清洁家庭” 示范户。
这在濉溪县百善镇郭屯村
被传为佳话。

年过半百的周玲是这
户人家的女主人。她十多年
前就患有冠心病、糖尿病等
多种疾病，常年吃药，家庭
经济困难。 2017年，经她本
人申请、 村民评议等程序，
被村里列入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

俗话说， 男主外女主
内。周玲的丈夫李茂源时常
外出务工，操持家务自然是
女主人的日常生活。也许是
农村多年的环境卫生习惯
影响，或许是周玲身患疾病
的困扰不想收拾。她家门前
常年柴草杂物成堆；院内四
轮车一些农具随意放置无
序；住房内桌子上、床上、板
凳上放满了衣服；中堂地上
随处可见脱掉的鞋袜；一台
电视机放在床头上；厨房的
灶台上乱放着碗筷瓢勺
……村里人看到她家这情
景，便议论说这户是“邋遢
人家”。

郭屯村是市妇联的帮
扶村，为促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去年指导郭屯村成立
了“巾帼爱心服务社”，并向

服务社捐赠了清洁家庭生
活日用品。 村里把毛巾、牙
膏、香皂等生活日用品按价
值标注分值，在村里开展评
比清洁家庭积分兑换日用
品奖励活动。同时，把“五净
三规范” 的各项指标细化
到分，由村里组成的评比小
组入户检查评分，发给积分
券，凭积分券到村“巾帼爱
心服务社”兑换分值相等的
生活日用品。分值高的前 10
户为当月“清洁家庭” 示范
户。 活动开始之初，村妇联

主席杨丽丽便到周玲家，动
员她参加评比活动。

“清洁家庭是脱贫攻坚
的一项内容，帮扶贫困户搞
好家庭环境卫生是妇联义
不容辞的责任。刚开始我到
周玲家鼓励她做好家庭卫
生，争做‘清洁家庭’示范户
时，她满口答应，可是她动
口不动手，过几天去看时庭
院室内还是老样子。 ”杨丽
丽说，“俺当时真想冲她发
脾气，可转念想到她多年的
老习惯咋能凭几句话就能

改掉呢，后来我有意让她多
次参加村里的表彰大会，周
玲才慢慢转变了思想观
念。 ”

去年 12月 7日， 郭屯
村召开 “巾帼爱心服务社”
成立暨启动清洁家庭积分
奖励村民大会以来，除午季
禁烧外， 每月 7 日都召开
“清洁家庭” 示范户表彰兑
现大会。 每次会前，杨丽丽
总是提前通知周玲到表彰
大会现场，让她亲眼看到村
干部为评出的示范户戴上

鲜红的绶带，村舞蹈队表演
节目祝贺，还带她到村宣传
栏观看图文并茂的示范户
事迹介绍，并鼓励她说：“你
家原来三间危房拆了如今
重建了新房，你虽说身体有
疾病， 但是年龄不算大、生
活能自理，动动手打扫一下
自家卫生，自己看了也心情
畅快，还能得到积分兑换奖
品。 别人能评上示范户，你
也能评上！ ”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在杨丽丽的激励和引导下，
周玲请人把三间新建的瓦
房内装饰了雪白的墙壁，铺
上了光滑的瓷地板，搭建了
彩钢瓦棚放农具，重新整理
布置了厨房餐具，清理了房
前屋后柴草垃圾。她也像换
了个人似的，每天一大早不
是打扫庭院， 就是清理卧
室， 边做饭边擦洗餐具，家
庭卫生面貌焕然一新。今年
4月份在村检查评比中，周
玲家获当月全村最高分，获
得了“清洁家庭”示范户称
号。

“虽说俺家 2018 年底
脱了贫，但是我每天打工回
家看到妻子把家里打扫的
干净整洁，村里颁发的‘清
洁家庭’ 示范户标牌时，心
里即舒畅又高兴，务工挣钱
防返贫的干劲更大了！ ” 周
玲丈夫李茂源时常高兴地
向邻居们说。

29岁的周爱婷，是个相信缘
分的女人。

“有些事就是冥冥之中注定
的，就像我跟老公的相识、相知、
相恋，到组建家庭。打小我就对军
人情有独钟，也为长大后的我，嫁
给军人做军嫂做了铺垫……”戴
着眼镜的周爱婷，模样文静秀丽，
笑容率真甜美。

交流的过程中， 可以感受到
她内心的强大。通常，每一个内心
强大的女人背后， 都有一个让她
成长的男人。

这个男人叫张良杰， 在福建
省福州市东部战区某部直属保障
大队工作。

周爱婷， 是相山区渠沟镇鲁
楼村人，大学文化，在鲁楼村村民
委员会上班， 是一名普通的村级
后备干部。

2014年春，周爱婷经人介绍
与回家探亲的张良杰相识。 第一
眼，周爱婷就有了心动的感觉。

几天的相聚， 彼此留下了深
刻美好的印象。 分别后，微信、电
话互相往来……一种叫做爱情的
东东，落土发芽，至枝叶繁茂。

2015年 9月 30日， 周爱婷
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带着激
动的心情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与
张良杰结婚了。

婚后第七天， 因部队有紧急
任务要求他立即返队。 没有蜜月,
没有婚后旅行， 周爱婷第一次感
受到了军婚的无奈。婚后不久，张
良杰告诉周爱婷说， 他舍不得放
弃他的军旅生活， 想继续从事国
防事业，再转为三期士官。这意味
着他们还要面临四年的两地分
居，意味着四年的等待与期盼。

周爱婷对自己说：嫁给军人，
就要无怨无悔支持他对国防事业
执着的追求。

婚后的日子里， 她才真正体
会到：军嫂的光荣是因为责任重，
是因为奉献多，是因为牺牲大。结
婚四年，由于两地分居，相隔千里
之外， 丈夫一年中只有两次回家
的机会， 时间累计不超过 45天，
每每想到丈夫要回家， 心里既欣
喜又痛楚， 欣喜是终于等到丈夫
的归来， 痛楚的是很快又要面临
分别。每次休假前，他都会满怀欣
喜地对周爱婷说：“我回到家要带
你去旅游， 把结婚的蜜月旅行补
给你。 ”可是每次回到家，家里的
事情万绪千头，等忙好的时候，他
的假期也到了尾声， 旅行总是没
能实现。不忍看到他满怀愧疚，周
爱婷就会笑着说：“下次再去，以
后我们有的是时间。 ”

十月怀胎, 本是女人最需要
照顾的时候, 怀孕以后的周爱婷
行动不便, 每次检查看到别人丈
夫在身边忙来忙去， 总是默默忍
受泪水，把委屈咽回肚里。怀孕 5
个月的时候， 做彩超的医生说孩
子心脏可能有点问题， 建议到大
一点的医院复查。 这个检查结果
把周爱婷吓蒙了。

在电话中听到妻子的抽泣
声， 张良杰心如刀绞：“我一定
请假回来陪你去！ 哪怕只能请
五天假……” 哪知， 临出发前，
部队通知需到外地演习， 每个
人必须参加。 接到丈夫打来的
电话， 听到他忍着眼泪无比愧
疚的话语， 周爱婷流着眼泪安

慰他：“我自己可以，还有父母帮
忙，不用担心……”

挂了电话，周爱婷泣不成声。
“你做军人的妻子, 就要奉献、要
能吃苦……” 她在心里一遍遍鼓
励着自己。幸运的是，在外地医院
检查，孩子很健康。拿到结果的周
爱婷再次流下了泪水， 她第一时
间向丈夫报喜：“宝贝是健康的！
你放心，我一定让孩子健健康康、
白白胖胖地等着爸爸回来！ ”

2016年 11月，女儿出生了。
月子里， 张良杰把周爱婷照顾的
无微不至。 “我要多做些，弥补对
你们的缺失。 ”

女儿还没满月， 他的假期就
到了。临走的那天早上，周爱婷第
一次看到这个铁血军人流下了眼
泪。 “别舍不得啦，现在手机视频
多方便啊，我天天给你发图片，发
视频，让你见证女儿的成长！ ”握
着妻子的手， 张良杰含泪说：“谢
谢你， 谢谢你为我付出了那么
多！ ”

只要努力， 幸福伸手就可以
够得着。 这句话，是做了军嫂后，
周爱婷时时用来鼓励自己的座右
铭。

为了照顾孩子和家庭， 她辞
掉了在城里医院的工作， 来到村
里成了一名村级后备干部。 丈夫
不在身边， 她就要担起了家庭重
担。 女儿小时候体质弱， 经常生
病，婆婆白天帮忙带着，可年龄大
了也经不住晚上熬夜。女儿发烧，
夜里要不停地给她用温水擦拭物
理降温，隔两个小时量一次体温；
女儿受凉腹泻，夜里呕吐，除了喂
药，还要不停地给她热敷，这样的
事情数不胜数。无数个夜里，周爱
婷面对着生病的女儿， 无助与委
屈充盈心头， 每到这个时候她就
会想：如果老公在身边会有多好！

可是， 她又知道自己不能把
家庭的负担带给丈夫。 丈夫有最
光荣的事业，成为军嫂，就要承担
这一切的艰辛， 自己不能拖他的
后腿，不能给军人的妻子抹黑。理
解丈夫、帮助丈夫增长才干，是周
爱婷作为一名军嫂的一份责任。
在她的支持下， 张良杰在部队不
断传来喜讯，被部队嘉奖、被单位
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士兵、
“红旗车驾驶员”。 张良杰还被单
位派到蚌埠汽车士官学校学习，
并利用业余时间， 自修完成法律
课程。 当丈夫将一个个奖章放到
她手上时， 周爱婷的耳边就回荡
着那首歌：“军功章里有你的一
半，也有我的一半。 ”

周爱婷认为， 默默奉献的同
时， 军嫂不能放弃自己在事业上
的追求。在单位，周爱婷积极认真
地工作， 在村级后备干部岗位上
发挥自己的作用，恪尽职守，努力
做好本职工作，强化学习,增强为
人民群众服务的本领。同时，不放
弃自己本职护理专业，不断进取，
努力钻研专业知识， 利用业余时
间进修完成安徽医科大学护理本
科课程。

与丈夫携手并肩四个年头，
周爱婷说，做军嫂不易，但军嫂光
荣。 我骄傲，因为我是军嫂！

周爱婷：
我骄傲，我是军嫂

学习路上行者无疆

任清华，1965年出生在
我市一个普通家庭。 小时
候，由于条件有限，他的求
学历程非常艰辛，好在父母
开明， 全力支持他读书，认
为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就这
样， 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
并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
顺利拿到律师资格证，成为
一名真正的法律工作者。

在 31年的律师职业生
涯中，他始终以高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切实为公民和法
人提供有力的法律保护，为
促进社会的公正正义作出
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
分肯定。2003年被评选为市
优秀律师，2004 年被授予
“诚信律师”称号，2009年被
安徽省司法厅授予“安徽省
优秀律师” 称号，2011年先
后被司法部、省司法厅授予
全国、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劳
动模范及全省维护职工权

益优秀律师荣誉称号，2012
年被省司法厅评为全省律
师行业优秀党员，2014年被
市司法局评为“市十佳诚信
律师”，2015 年被省司法厅
授予全省司法行政系统模
范党员示范岗荣誉称号，
2016 年当选全国第九次律
师代表大会代表。

任清华在安徽镜远律
师事务所党支部成立以来，
始终把学习作为提高自身
素质的根本动力和第一任
务， 定期召开支部会议，带
头进行理论学习，结合实际
将“两学一做”当成是实实
在在的政治，贯彻到工作的
始终。他结合各级司法行政
机关党委、律师行业党委各
项活动要求，认真组织贯彻
落实的同时，坚持把形势政
策的解读和理想信念教育，
作为自身和带领所内律师
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重中之重，组织党
员律师及非党员律师多次
开展“送法进社区”“精准扶
贫送温暖” 等公益活动，大
力加强律师队伍建设。

任清华带领党员律师

深入开展“亮身份、树形象”
活动，在办公区域显著位置
放置“共产党员”标牌，组织
非党律师对标先进党员律
师，认真查找差距，确定进
步目标。引导所内律师模范
遵守宪法和法律，不断加强
业务知识学习，恪守执业准
则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通
过党员律师和非党员律师
的“一带一”帮扶和非党员
律师的个体自我加压，促进
“镜远” 队伍整体素质的全
面提升。

人生路上公者无疆

“平出于公， 公出于
道”。 有公心，才能有公道。
多少天， 任清华加班加点，
不辞劳累， 为忠诚而战；多
少次，他动之以情、苦口婆
心，为和解止纷而战；多少
回，他据理力争、大义凛然，
为人间正义而战。

任清华是第一批通过
全国统一考试取得律师资
格的律师。 执业 31年来，他
勤于进取，尽职尽责，具备
良好的执业能力和深厚理
论功底。长期担任濉溪县人

民政府、 烈山区人民政府、
杜集区人民政府等政府单
位法律顾问，为政府提供法
律咨询， 协助依法行政、规
范性文件的起草与论证、政
府信访事项，发挥自身法律
优势推动法治发展。

今年 3月 31日，由濉溪
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 安徽
镜远律师事务所参与管理人
团队的淮北市宏宇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破产和解一案，
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和解协议草案》以极高的比
例通过， 最大限度地保障了
各方合法利益， 维护了社会
稳定， 标志着破产和解案件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任清华带领的镜远所
律师团队在安徽谷源电瓷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淮北
市启鑫精纺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等多起破产清
算、和解案件中，担任管理
人或受托履行管理人职责。
他们创新工作模式，专门设
立与案件相关的微信公众
平台，随时随地向管理人普
及法律知识、 公布案件进
展、 发布案件的各项通知。

既保证了债权人充分的知
情权，也降低了管理人履职
成本支出，整体降低了破产
费用，变相增加了可供分配
的资产。

同时，在任清华的领导
下，该所破产律师团队通过
不懈努力，办理了多起破产
案件，均达到债权人、债务
人双赢的局面，最大程度化
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
稳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应。

作为一名资深律师，任
清华不仅注重自己的业务
能力提高，更多关注的是律
师行业传承和发展。工作之
余， 他积极参加律协会议、
律师交流论坛，分享自己的
执业经验，连续多年义务为
安徽省新执业律师授课培
训。 就在今年 6月 30日，全
国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先进
典型表彰暨经验交流会上，
任清华荣获了“全国律师行
业优秀党务工作者” 称号。
用他的一句话说：过去的已
经过去， 要来的终究会来，
努力工作，坦然面对。 人生
路上，公者无疆。

邋遢的家变身“清洁家庭”
———濉溪县百善镇郭屯村村民改变生活方式受表彰

周玲(左)高兴地从村干部手中接过“清洁家庭”示范户牌子。

用律法
抒写人生价值

谈起律师，大多

数人会联想到打官

司，在法庭上唇枪舌

剑、力辩群雄。的确，

这是律师的本职工

作。但谁也不可否

认，律师是当事人权

益受到侵害后的最

终救济者，他们以正

确实施法律来维护

人间正义。正如安徽

镜远律师事务所主

任任清华所说：法律

的力量应当跟着公

民，如影随形。

任清华（左）与同事探讨业务。

成为军嫂，周爱婷感到很幸福。（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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