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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闫闫长长禄禄

———记房山区良乡双语幼儿园园长耿红梅

给给““特特殊殊””孩孩子子一一个个温温馨馨港港湾湾

黄鑫：守护首都西南“生命线”的水务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马马超超

她是房山区人大代表， 在区
两会上建议的 “要强化特殊困境
儿童群体家庭教育支持服务” 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 她自出资金筹
办良乡双语幼儿园， 无偿资助30
余名孤残幼儿入园； 她志愿担任
房山区儿童福利院院长， 带领双
语幼儿园志愿者参与福利院共
建， 为孩子们弥补残缺的爱； 她
是房山区宜春家庭建设促进会负
责人， 让废弃厂房变身社区居民
的 “休闲驿站” ……她就是房山
区良乡双语幼儿园园长耿红梅。

育人目标 ： 为孩子筑
“成才摇篮”

冬日的阳光， 洒在房山区良
乡双语幼儿园的院落里， 与摆放
在走廊上孩子们亲手绘制的漫画
和制作的工艺品遥相呼应， 让安
静的园内充满温馨与童趣。

每次在院门口迎接和送完孩
子， 耿红梅都会默默地看一会这
些绘画、 小工艺品， “在孩子们
用心制作的作品面前驻足， 你会
忽然让自己的心宁静下来， 在灵
魂深处回味、 重温自己从事教育
的初心。” 耿红梅说。

跟随耿红梅的脚步， 记者在
园内看到， 在水墨画、 水粉画、
线描画等美术兴趣班上， 孩子们
在信手涂鸦中表达着自己的情
感 ， 享受着创作的愉快 ； 在古
筝、 二胡等乐器兴趣班上， 孩子
们在旋律、 节奏中插上想象的翅
膀， 放飞音乐的灵性； 在手工制
作坊里， 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 动手自制玩具。

当记者问到为何设立如此多
的兴趣班课程时， 耿红梅坦言，
现在的孩子绝大多数是在衣来伸
手、 饭来张口的环境中长大的，
所以培养他们吃苦耐劳、 团结协
作、 自立自强的精神尤为重要。
“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工艺品
就是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接受锻
炼、 磨炼意志， 从小就树立劳动
光荣的意识， 同时， 孩子们会在
兴趣和爱好的驱动下， 去寻找兴

趣知音， 结成朋友、 相互帮助。”
培养孩子宽阔的胸襟、 活跃

的思维、 好学的态度、 文明的行
为习惯 ， 具备自信 、 乐观 、 大
气、 充满爱心、 不怕挫折的健康
人格， 这是良乡双语幼儿园的办
园宗旨， 也是耿红梅孜孜以求的
育人目标。 在她看来， 办教育首
先要爱孩子， 就要对孩子尊重，
这种尊重不仅是观念上的， 更是
内心和行为上的 。 “孩子有差
异， 但没有差生， 每个孩子爆发
点不同， 有的语言发展好， 有的
动手能力强， 老师要尊重并善于
发现引导这种差异， 孩子做得好
不好不要紧 ， 认同与欣赏很重
要。” 耿红梅说。

“这些作品我要当做 ‘传家

宝’ 一样保留一辈子 。” 耿红梅
说。 看着孩子们亲手制作的 “工
艺品”， 耿红梅的双眼充满了爱
意 。 “等孩子们长大后 ， 在工
作 、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困难曲
折， 他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
决， 绝对不会灰心丧气、 半途而
废。 如此， 我们的良苦用心就没
有白费。” 耿红梅说。

“爱心妈妈”：为“特殊”
孩子营造温暖港湾

耿红梅告诉记者， 她创办幼
儿园就是把爱放大、 再放大， 去
百倍地爱孩子 、 爱员工 、 爱他
人、 爱社会。

良乡双语幼儿园在耿红梅的

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恰在此时，
一群特殊的孩子也走进了耿红梅
的视野，从此也走进了她的心。这
群特殊的孩子有的没有健康的身
体，有的没有完整的家庭，但是孩
子们开朗乐观，积极向上。在耿红
梅的眼中， 这些孩子与其他孩子
没有什么不同， 虽然儿童福利院
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
障， 但是他们依然渴望学习到更
多的知识，渴望更贴近社会，渴望
家的温暖。就这样，良乡双语幼儿
园成为了这些特殊孩子们的第二
个家， 耿红梅成了这些特殊孩子
们的“爱心妈妈”。

“让这些特殊孩子得到和同
龄人一样的关心与关爱， 付出多
少我都无怨无悔。” 耿红梅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4年， 耿红梅受房山区民
政局的委托， 志愿担任儿童福利
院院长一职， 她随即成立良乡双
语志愿者服务队， 带领职工参与
到儿童福利院的 “模拟家庭” 工
程中 。 “除去脑瘫患儿 、 婴儿
外， 儿童福利院将正在上学以及
有认知能力的孩子， 分到若干个
大家庭里， 而每个家庭有一名男
职工和一名女职工 ， 担任 ‘爸
爸’ ‘妈妈’ 的角色， 孩子们则
以兄弟姐妹相称 。” 耿红梅说 。
通过这种 “模拟家庭” 的养育方
式， 可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情
感发育 ， 从而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耿红梅管理下的双语实验、
双语艺术、 双语碧波园一直坚持
无偿资助30余名孤残幼儿在良乡
双语幼儿园进行学龄前教育， 帮
扶孤残幼儿进行康复治疗。 “双
语员工用爱陪伴他们， 深入了解
他们的情况 ， 并主动与他们谈
心， 给他们另一个可以依靠的港
湾、 臂膀。” 耿红梅说。

在一整个上午的采访中， 凡
是谈及她的个人成长历程以及园
长工作时 ， 耿红梅的声音很平
静。 然而， 当话题一触及幼儿园
中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时， 她轻
柔的语调之中明显多了一些兴奋

和激动， 仿佛那就是爱的源泉，
能给任何细节注入活力。

社区“大管家”：为居民
打造“休闲驿站”

作为房山区人大代表， 耿红
梅还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为辖区
群众做实事好事 。 从 2016年至
今， 受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办
事处的委托， 耿红梅帮助运营、
管理拱辰街道宜春里社区活动中
心， 成立了宜春大家庭， 成了这
里的 “大管家”。

这个占地600平方米的社区
活动中心原是一座废弃的锅炉
房。 改造后， 这里极具现代风格
和文艺特色， 设有儿童乐园、 舞
蹈厅、 乒乓球室、 老年餐桌、 图
书室等设施。 在进门处的LED屏
幕上， 还有一张课表： 周一上午
是亲子课， 周二上午是快板， 下
午是合唱 ， 周三上午是太极棍
……这些课程对社区居民都是免
费开放的。

“我们是一屋多用， 不同时
间段穿插不同的课程。” 耿红梅
告诉记者 。 一楼的 “幼儿活动
室” 里， 四位上了岁数的大妈正
在练习朗诵 ， 二楼的 “健康小
屋” 中， 一位老伯伯正在测量血
压。

她用行动将宜春里社区变成
了服务于社区居民、 功能齐全、
富有文化内涵的 “休闲驿站”。

除此之外， 为孤寡老人们定
时赠送蔬菜； 带领职工为久病在
床的老人们每天按时上门测量血
压； 帮助社区内有心理疾病的老
人做心理疏导； 帮助社区0—3岁
的宝宝开设亲子早教课程等， 处
处留下了耿红梅的身影。 在宜春
里社区， 她成了 “红人”， 更成
了社区居民信赖的 “贴心人”。

因为执着的付出， 且不计回
报。 耿红梅先后获得了多项 荣
誉 。 她表示 ， 将始终致力于公
益事业及学前教育事业， 用自己
的力量为社会做出更大， 更多的
贡献。

张坊水源应急供水工程是北
京市水务局为缓解首都水资源紧
缺状况而建设实施的应急备用水
源工程， 担负着北京西南部地区
300余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 北
京京燕水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京燕公司”） 负责其使用及管理
工作。 京燕公司党政办公室副主
任黄鑫就是保障首都西南300余
万人安全稳定供水中的一员， 自
2005年投身水务事业以来， 就以
京西南300万人、 十几家大中型
企业的供水任务为己任， 以实现
“确保持续 、 安全 、 稳定供水 ”
为目标 ， 守护着首都西南这条
“生命线”。

黄鑫在担任工程计划部副部
长期间， 参与完成了张坊水源配
套工程 （新建水源井）、 张坊水
源地涵养林建设工程、 南水北调
管线与张坊管线连接工程等项
目 。 期间 ， 每建设完成一项工
程， 他都要实地勘察， 常常跋山

涉水、 走村进组， “责任大， 我
必须到现场查看才放心。” 黄鑫
说。

2012年7月21日 ， 北京遭遇
历年来最强暴雨， 首都西南地区
300万人用水需求、 十几家大中
型企业用水告急， 为尽快恢复供

水保障， 公司立即开展恢复供水
设施抢修工程， 黄鑫第一时间赶
往现场实地勘察、 测量， 掌握第
一手资料， 项目从开始施工到结
束验收， 在施工现场随处都能见
到他的身影。 在每个工程建设管
理过程中， 作为建设单位的主要

技术负责人 ， 他与工人同吃同
住， 一个月至少有25天在施工现
场， 就是为了以最快速度能够让
公司供水管线恢复正常运行， 能
够让首都西南300万人喝上放心
水。 施工期间， 黄鑫每次都是把
需要的材料做完立马赶回工程现
场 。 他说 ： “工程工期耽误不
得。” 简单朴实的话语道出了黄
鑫对工作的那种兢兢业业、 尽责
尽力的奉献情怀。

多年的工作经历让黄鑫积累
了宝贵的供水系统抢修经验， 通
过对公司供水系统和设施的研究
分析与抢修经验， 他编制出一套
适合京燕公司供水系统的抢修方
案， 从抢险物资储备， 到备用供
水设备储备齐全， 再到抢修程序
清晰明确， 为公司供水系统抢修
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从而优化
了公司供水能力和保障措施。

工作中， 黄鑫为了确保向北
京城区供水水量和水质标准、 保

护水源地生态环境， 多次组织开
展供水分析、 地下水开采、 水质
降浊等方案探讨研究 。 近两年
里， 他还组织公司骨干人员共同
研究， 取得了小型水库排水口的
过滤装置、 一种氯酸钠储存罐的
防护装置等实用新型专利； 并协
助他人完成了缓流墙絮凝箱的搅
拌装置、 水体采样装置等20余项
实用新型专利的研发。

京燕公司成立16年来， 供水
系统出现过20余次的突发情况，
黄鑫与同事们均依照抢修方案以
安全、 保质、 高效的原则完成了
各类抢险工程， 高效保障了向北
京城区和当地供水服务。

多年来， 黄鑫始终扎根水务
一线， 用行动守护首 都 西 南 供
水保障 。 他先后获得水投中心
“优秀共产党员”、 京燕公司 “优
秀共产党员” “优秀员工” 等称
号。 2020年， 他荣获北京市劳动
模范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