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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邵阳好人

乡村环卫工邓要明：

“无偿修路”痴心不改

阴城市报记者 龙晓 通讯员 唐金娥

我做的事算不了什么

老旧的砖木结构瓦
房袁 房椽上挂着零零星星
空着的野蜂巢袁 虽然是白
天袁屋里仍然光线暗淡遥 自
下向上看袁 光线从破漏如
筛的屋顶透下来袁 如果是
雨天袁 屋内的潮湿程度可
以想象遥 这个连野蜂都嫌
弃而逃的家袁 却住着一个
心甘情愿为邵阳县白仓镇
莫元村默默修路近半生袁
不图任何回报的 53 岁男
子要要
要邓要明遥

野先修路还是先盖房钥 冶
答案永远是野先修路浴 冶

因工负伤
却痴心不改野修路执念冶

屋前的砎级满是泥泞，茅草长到了家门口，屋里屋外都
是灰扑扑的。破陋的家让一家人难以安生。但，
“先修路还是
先盖房？”
邓要明的答案永远是“先修路! ”他省啊省，省啊
省，除草剂、蛇皮袋子、碎石泵、拉土方的电动小货车……他
花光了前些年打工的积蓄，零零碎碎置办着修路用的各种
物什，对家计所需不管不问。妻子一气之下撇下他，带着孩
子们外出打工十几年，
即便回来也不与他说话。
邓要明，
1966 年生，邵阳市邵阳县白仓镇莫元村人，现
“有他在，
莫元村的村
为该村唯一的临时环卫工人。村民说：
道上不会有一块挡路石，一蓬碍人草，不会有半点垃圾占
道！没人可以替代他的工作。以前三个人都没他一个人干得
好，不仅村道上的垃圾和障碍被他清除了，就连村民的屋前
屋后，陈年老塘里的垃圾都被他一袋一袋蚂蚁搬家一样清
运得干干净净。”
邓要明的主业是环卫工作。而为村里修路还不算是一份
“执念”
。
二十多年前，
莫元
有报酬的
“正经”
工作，
只是他的无偿
村的村道上就定格着他修路的身影，
下雨天晴从未缺席。即便
“路见不平就出手”
的
“守
是寒冬腊月，
他也是照常出工。这位
杂草、
路神”
默默地为乡亲们除去村路上的冰雪、山石、泥巴、
从土路变成毛
枯枝等一切障碍。虽然莫元村的村道几十年间，
“修路日常”
从未改变。
砂道又变成水泥路，
邓要明的
“这是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大事，路修好了，莫元村的日
子才会更好。”他不仅自己把一腔热血都洒在了乡村路上。
就连儿子尚在年幼时，邓要明也是日日要求他们帮忙修路、
运渣土杂物——
—他把这件事当作教育孩子的首要功课。当
时连村民都觉得孩子太小，不该承受这么繁重的工作，但无
论旁人怎么看，孩子们后来怎么不理解，邓要明自己一个人
硬是坚持了下来。

2018 年农历 4 月，村道冻水泥路，邓要明驾
着他的电动“小毛驴”
，为运走一块重约半吨的挡
路大石头，
在村道的一个下坡急拐弯处失事，连人
带车翻进了田圹，
车上的石头砸断了他的左腿。
他被 120 送进了新邵县正骨医院。大儿子千
里迢迢回来为他办理了住院手续，自掏 3 万余元
为邓要明缴纳了医疗费。看着父亲那张光板旧木
床，
大儿子流泪了：
“他从医院回来养病，睡在这样
于是，为几乎家徒四壁
的床上不得后遗症才怪！”
的父亲买了张新床，新添置了一套床上用品。邓要
明术后回家卧病在床，家里的事情由年迈的大娘
邓要明又拄着拐杖
照顾了三个多月。三个多月后，
去修村道了！
卧病期间，
他种的稻谷、玉米和西瓜田以及菜
没有收成。断了来源，
地因缺乏照料，
长满了杂草，
邓要明穷得连油都吃不上了。他的外甥女看不下
去了，帮他收了地里长得不好的西瓜，变卖到城里
收了四五百元钱回来交给他。他把这笔钱又花在
了购买整修村道运土方的蛇皮袋上。并注着拐杖
挨家挨户把自家田里剩下的西瓜分给了乡亲们。
后来，大儿子担心他的生存状况，每个月寄给他
2000 元生活费，他却将这些钱一百两百地分给了
村里的五保户。
2018 年 10 月，邓要明外出收甘蔗，为了不耽
误环卫工作，邓要明决定请一名工人暂代自己清
理垃圾和维护村道。由于嫌村里给付工资微薄，别
人都不肯干，邓要明又自掏 500 元一个月的补贴，
才请到了帮手。

临近春节，从外地回来的乡亲们渐
渐多了，为了方便大家的车子进出莫元
村，他从早上 6 时起床到晚上 8 时收工，
为今年刚修好的水泥村道加宽宝圹，从
挑土石到挖崖去方，邓要明一个人躬身
做着，
未向大队书记要过任何报酬。为了
将 3.5 米的村道加到至少 4.5 米宽（这样
可以来回过两辆车），他不仅把自己名下
的山头贡献出来整成转车坪，还因为占
用了岳丈老子和姐夫的田土，被家人骂
“傻子”
。
成“疯子”
“神经病”
为什么要这么“傻”
？面对采访，邓要
明显得很腼腆：
“ 我做 这 点 事 算 不 了 什
么，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志愿者学雷锋
做好事的报道。相对于他们而言，我做的
事不值得一提了。”
“春节回家，一路开车过来，莫元村
的村道上不会堵车了，这是邓要明做的
好人好事，我们今年春节想封个红包给
他，谢谢他的付出。”回村的一名在外打
工乡亲说道。
“我女婿是个好人，他一天到晚只念
叨为村里修路，如果能对家里人好一点
就好了。”老丈人姚老爷子讲到邓要明
时，
叹了口气。
“邓要明是我所见过的最大公无私的
人、活雷锋，他唯一的愿望是希望莫元村
越来越好！”提到邓要明的事迹，村民李
大姐竟泣不成声。
“邓要明如果能入党，能竞选村干
部，莫元村全村群众都会投他的票！”村
民邓富国表示道。
“要明就是傻，好傻的娃儿崽。”邓要
明的大娘何奶奶一讲到他就直摇头。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
求？看着邓要明这么多年来为村里所做
的一切，村里的唐金娥大姐深受感动：
“邓要明这么好的人，我一定要让所有人
知道他的事迹。”
从 2016 年开始，唐金娥就下定决心
为邓要明立传，稿子写了又写，写了又
改，成稿不过几百字，却花掉了她将近三
年的时间。为了找人发表，她辗转找过学
校指导员，找过当兵的朋友，找遍了邵阳
市内认识的人。2019 年 1 月 21 日，她一
路打听，找到了位于宝庆西路的邵阳城
市报社。于是有了上面这个关于邓要明
的故事。

火车站乡“三位一体”
打响禁毒攻坚战
1 月 26 日上午，邵阳市双清区
火车站乡举行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万人签名暨 2019 禁毒攻坚誓师大会
启动仪式，
掀起打赢禁毒攻坚战的新
热潮。
去年以来，
火车站乡切实加强领
导，重拳打击吸贩毒违法犯罪行为，
全面管控吸毒人员，
不断推进禁毒人
民战争。以宣传贯彻《禁毒法》为主
线，以禁毒宣传“六进”活动为载体，
广泛组织宣传禁毒政策、禁毒知识、
毒品危害，努力扩大宣传覆盖面，增

强教育实效性，
通过广泛开展预防宣
传，因地制宜地建设毒品预防教育基
地，动员和激励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禁
毒斗争，不断发展禁毒群众组织，壮
大志愿者队伍，努力扩大禁毒宣传覆
盖面，
最大限度地消除禁毒宣传的盲
区和死角。
同时，
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全
辖区内共抓
乡涉毒严打整治效果明显，
获流动吸贩毒人员 37 人，
其中强戒 26
人，
治安拘留 5 人，
侦破贩毒案 5 起，
刑
吸毒人员
拘 6 人，
有力地震慑了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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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一体化，力争做到发现一个、戒断
一个、
帮教一个、巩固一个，努力净化
社会环境。该乡还对辖区戒毒康复人
的嚣张气焰，
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
员全部建立由一名民警、一名村（社
在此基础上，该乡坚持以人为本 区）干部、一名亲属和一名禁毒分会
的理念，把对吸毒人员的教育、挽救 会员或禁毒志愿者组成的“四帮一”
放在第一位，着力提高戒断巩固率、 帮教小组，逐人签订帮教协议，定期
解决毒品复吸问题，千方百计使吸毒 进行走访，定期进行尿检，及时了解
成瘾人员摆脱毒品、回归社会，最大 动态，
加强动态管控。积极开展帮扶
限度地减少毒品的社会危害。落实动 和康复指导等关爱行动，充分利用社
态管控，深入开展吸毒人员普查和收 会资源，建立和发展禁毒志愿者队
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帮教工
戒工作，
进一步加大排查、发现力度， 伍，
大力推进禁吸戒毒工作的社会化
充分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将吸毒成 作，
瘾人员纳入禁吸戒毒的各个环节，推 进程，不断降低复吸率，提高戒断巩
动对吸毒人员的戒毒、康复等管理环 固率。渊通讯员 张雪珊 刘锦纯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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