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凤鸣社区的汪兴海是一名

出生在湖北偏远山区的80后，从小

憧憬着外面精彩的世界。奈何在那

个时候，受条件和环境影响，所学到

的知识基本都是从课内书本上得来

的，所以长大后的他更加认识到读书

的重要性。通过阅读，他在工作和育

儿方面更加得心应手，生活也充满了

欢乐。

/ 悉心培育 /
激发孩子求知欲

所有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就是期望自己的孩子长大成才。汪

兴海认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身

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父母对孩子成

长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父母要给孩

子树立榜样，为孩子营造良好的读书

氛围，这样有助于塑造孩子的健全人

格。

育儿之路，不仅需要陪伴，还需

要耐心和爱心。“虽然我们工作比较

忙，但也会利用业余时间跟孩子一起

做亲子游戏，抽时间陪孩子看书。”汪

兴海说，陪伴孩子读书的过程是循序

渐进的，在孩子小的时候，他和妻子

会通过念儿歌和讲故事等方式，培养

孩子的阅读兴趣；孩子上幼儿园了，

他们每天坚持与孩子共读绘本故事，

“绘本中有不少精美的图画，更容易

引起孩子的兴趣，有利于他们爱上阅

读。”

此外，汪兴海夫妇还会与孩子一

起背古诗、玩词语接龙等游戏。尽管

孩子在读古诗时并不理解意思，但他

们发现孩子的求知欲很强，每读一句

就会问诗句的意思。接着他们就会

耐心地解析，让孩子加深印象。另

外，一家人外出时，如果看到图书馆、

书店，都要进去待上一会儿，看几本

书再走。

“我们夫妻俩都喜欢看书，潜移

默化地影响了孩子，现在孩子也喜欢

阅读。”汪兴海说。在和孩子一起读

书学习的过程中，汪兴海深深地感受

到，亲子共读不仅能增进亲子感情，

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又能共同增长

见识、开阔视野。“每当和孩子一起读

书或者给孩子讲故事时，我们会因一

些精彩的片段发出阵阵笑声，同时书

里一些有趣的情节也能激发孩子强

烈的求知欲望，主动提出疑问。”

/ 提升自我 /
当好孩子成长“引路人”

“最好的家教，是父母相爱；最好

的成长，是共同成长”。在汪兴海心

中，这是一句值得铭记并且践行的人

生格言。每个孩子出生就是一张白

纸，至于这张白纸添加怎样的内容，

取决于父母是否用心和耐心。“孩子

从出生到牙牙学语，从学校到步入社

会，都需要父母的引导，在父母爱的

陪伴下健康快乐成长。”汪兴海说，父

母也需要不断提升自我，当好孩子成

长的“引路人”。

因此，虽然平时工作忙碌，汪兴

海也会抽时间看书汲取不同领域的

知识，包括管理类、思维类、育儿类、

技术类等书籍。在工作中，他也任劳

任怨，积极向上，不断钻研，遇到问题

积极寻找解决方法，给孩子树立良好

的榜样；在生活中，他和妻子乐观积

极，尊老爱幼，乐于助人，争取在有限

的时间里做有意义的事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界不

断开阔，思想也日渐成熟。如今，汪

兴海的大女儿正在上小学六年级，这

个阶段是树立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

的重要时期，也是塑造健全人格的关

键时期。“除了学校和家庭教育外，重

要的是让她多读书和参加社会实践，

因为书能让孩子明白道理、明辨是

非，而参加社会实践可以进一步了解

社会的发展动态，提升动手能力。”汪

兴海说，他和妻子将坚持陪伴孩子阅

读，在书中学会思考，体验乐趣，从而

共同进步、成长。

●推荐单位:文翰第二小学

●社区：凤鸣社区

●事迹：有一句话，汪兴海一直铭

记并践行着：“最好的家教，是父母相

爱；最好的成长，是共同成长。”在生活

中，他与妻子袁佳波不断学习提升自

我，坚持陪伴孩子阅读，体验读书的乐

趣，一家人共同参与社会实践，当好孩

子的“引路人”。

全家都爱逛书店 汲取知识共成长汪兴海家庭

桂城街道妇女联合会和桂城街道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今年联合开展寻找2022年桂城“最美家庭”活动，最

终命名30户家庭为2022年桂城街道“最美家庭”。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在平凡的岗位和生活中，恪守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用心书写一个个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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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文明实践

邱孟浩出身于书香门第，妻子朱

秋霞知书达理，二人育有三胞胎女

儿，五口之家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

活。一直以来，邱孟浩与妻子都十分

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孩子们就读小

学的这几年，他们积极配合班级老

师、学校的工作，共同推动家校共

育。邱孟浩更被推选为学校家委会

主任，开展各类活动推动家校共育，

与孩子共同成长。

/ 用心教育 /
引导孩子学习书法

在工作繁忙之余，邱孟浩夫妻不

忘用心教育，培养孩子养成热爱生

活、积极进取的品格。在学习上，邱

孟浩鼓励孩子勇于探索，和她们齐头

并进。作为一名媒体人，邱孟浩一直

坚持动笔写作，2019年参加“寻找

南海最美家书”获得“最具人气家书”

奖；两度获得由广东省书法家协会颁

发的媒体记者“金笔奖”。为了锻炼

三个女儿的写作能力，夫妻俩经常带

她们到周边实践、实地观察。大女儿

邱心怡经过层层选拔，参加学校阅读

素养训练，代表学校参加全国“1+1”
作文比赛，获得金奖。

2020年新春，新冠肺炎疫情

席卷全国。邱孟浩作为学校家委

会主要骨干，主动召集家委会成

员，提出举办“灯湖三小学生‘新冠

肺炎疫情’作文比赛”，鼓励孩子用

笔记录身边发生的、听到的、看到

的感人片段，让孩子铭记这段深刻

的经历。不少家长都点赞活动充

满正能量，让孩子们在写作中学到

了不少卫生知识。

在兴趣爱好上，夫妻注重孩子的

快乐体验。他们始终坚持尊重孩子，

激发动力，引导她们学习中国传统文

化——书法，并鼓励他们持之以恒练

习。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邱孟浩就

在家里变着法子让她们接触、体验书

法及绘画的乐趣。如今一有空，三个

孩子的手便“闲不住”，提笔就是写书

法、画画。她们三人的书法、美术作品

还经常获得学校、街道、区级的奖项。

邱孟浩是美术专业出身，他的书

法作品在全国各级获奖、展览、发表

等多达 100多次。在学校的倡导

下，邱孟浩在校创办了“亲子书法课

堂”，引导亲子走近书法，学习书法。

/ 以身作则 /
传递贤孝正能量

一直以来，邱孟浩夫妻十分支持

家校共育。“教育孩子是一门学问，不

仅需要有耐心，还需要用心、专心。”

邱孟浩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寻求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才能

让孩子成为一个全面发展、快乐生活

的社会人。

邱孟浩认为，父母是孩子的良

师益友。日常，夫妻俩主张和孩子

平等对话，与孩子像朋友一样沟

通。“经常有人问，三个孩子的生活

和教育会不会让我们焦头烂额？其

实不会。同时教育三个孩子相对要

累一些，但用心沟通、教育的效果和

快乐，对于家长和孩子而言都是翻

倍的。”邱孟浩说。

为了培育孩子的良好品德，邱

孟浩夫妇以身作则，向孩子传递贤

孝正能量。在家里老人生病的时

候，夫妻俩用心照料老人、嘘寒问

暖，再苦再累从无怨言；日常生活

中，夫妻俩互相配合，洗菜、做饭、

拖地，让孩子体会到生活美好而且

有奔头……“家人之间的相亲相

爱，日常生活中的尊老爱幼，邻里、

亲朋好友之间的和睦相处，这些正

能量的表现，孩子们都会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邱孟浩说。

夫妻和睦、教子有方，这是一个

幸福美满、令人羡慕的温馨家庭。邱

孟浩夫妻非常珍惜和孩子们共同成

长的每段时光，坚持健康、快乐地陪

伴孩子进步。他们用生活中平凡的

事、点滴的情，绘就一幅幅美好生活

的画卷，诠释了家作为爱之港湾的真

谛，让美丽、善良、友爱之花开满孩子

们的心田。

●推荐单位：灯湖三小

●社区：同成社区

●事迹：他们是幸福美满、令人羡慕的五

口之家，邱孟浩与妻子朱秋霞相爱相伴，育有

活泼可爱的三胞胎女儿。夫妻俩主张家庭成

员平等对话，像与朋友沟通一样教育孩子，他

们在学校的支持下，发挥特长创办了“亲子书

法课堂”，引导家庭体验中华传统文化。他们

以身作则，孝顺老人，和睦邻里，在孩子心中

种下善良、友爱的种子。

家校共育同成长 培育快乐“小天使”邱孟浩家庭

对于群众来说，李鑫是随传随

到、无所不能的警察；对于妻儿来说，

他却是无法时常陪伴左右的丈夫和

父亲。自从成为警嫂后，陈琳与丈夫

李鑫聚少离多，但她没有一句怨言，

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丈夫。“我和他扮

演的角色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职责和

爱付出。只不过他服务群众，我服务

着服务群众的他。”正是这句有点拗

口的话一直支持着陈琳，也让李鑫对

事业有了更高的追求。

/ 警察丈夫 /
守护小家和大家

2017年，李鑫和妻子陈琳组建

了自己的小家，很多人羡慕陈琳有个

英俊威武的警察丈夫。“是的，他很优

秀，工作能力很强，这也是我选择他

的理由之一。”陈琳笑着说。

在工作中，李鑫不畏艰难险阻，

踏实肯干，迅速成长为队伍带头人。

为打击犯罪，他勤勉好学，严于律己；

破案神速，敢于出奇制胜；任劳任怨，

屡建奇功。就是这样一个在公安系

统的尖兵和基层管理者，带领队员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40名，打掉各

类犯罪团伙59个。

但也只有陈琳才知道，穿着帅气

威风的制服、拥有光鲜亮丽成绩的警

察丈夫背后，更多的是需理解、体谅

和关怀。她曾羡慕别人节假日阖家

团圆，这时自己丈夫却最忙、压力最

大。李鑫说，一家不圆万家圆，万家

圆时心方安。多少日夜他们天各一

方，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寻到了属于

他们的生活方式。

/ 无怨无悔 /
警嫂挑起家庭重担

2021年3月，李鑫家迎来了大

喜事——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但不

久后，他就被通知调往疫情防控一线

作战。就这样，刚出月子的陈琳就肩

负起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

当广州疫情波及桂城时，李鑫跟

所有桂城的警察一样，奔赴在疫情防

控的最前线，每天对着各种视频和数

据开展流调工作，还要负责全民核酸

检测的安保工作。“当时所有民警基

本都没有休息，每天晚上12时后回

到家，第二天一早就要回单位待命，

这样的工作强度已不记得持续了多

久，我们也习惯了。”李鑫说。

但就在此时，李鑫的爸爸因冠心

病住院了。陈琳和家人都深知李鑫

工作的辛苦，全力支持他继续留在一

线。面对住院需要人照料的家公、中

风偏瘫了的家婆，还有2个孩子，“我

可以照顾好他们吗？”陈琳无数次这

样问自己，最后还是选择勇敢坚定地

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让丈夫全心全意

投入到工作中。在父母的帮助下，她

做到了。

对于妻子的倾力付出，李鑫感到

心疼和愧疚，同时也非常感谢家人的

支持，而这更加坚定了他在事业上勇

往直前的决心。

/ 树立榜样 /
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美满的婚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

的付出。今年是李鑫和陈琳结婚的

第6个年头，随着婚龄增长，不仅是

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更多了，李鑫也尽

自己的最大努力，学习做一个好丈

夫、好爸爸。

“我们经常一下班就是深夜，我

喜欢在那个时间听‘樊登读书’，从中

汲取更多的知识。”李鑫说。在这个

平凡的家庭中，每位成员都在用心营

造家庭的和谐氛围，用爱谱写幸福与

美满。作为父母，李鑫夫妇认为，身

教胜于言传，要把孩子培养好，未来

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夫妇

二人不管多忙，也会抽时间陪伴孩

子。他们从不娇纵、溺爱孩子，而是

用自己的一举一动，潜移默化地影响

孩子，用表扬、鼓励的方法帮助孩子

树立自信心，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我的爸爸是警察，他可以抓坏

人，很勇敢很厉害！”这是李鑫的孩子

们对他的评价。当然，同样勇敢和厉

害的还有妈妈。夫妇二人相敬如宾，

生活中同舟共济，共同演绎着小家庭

的温馨幸福，诠释着人民警察和警嫂

的大爱之心。

●推荐单位：桂城派出所

●事迹：身为警察，李鑫总是冲锋在前，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近年来，带领队员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40名，打掉各类犯罪团伙

59个。在他背后，是妻子陈琳默默的爱与支

持，照顾年幼的孩子，伺候生病的公婆，夫妻

俩都在尽最大的努力爱护家人，守护一方平

安。

你守护群众 我为你守家李鑫家庭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文明家庭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