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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态可掬的小熊，活泼可爱
的小兔子……走进何军和妻子刘
海霞经营的“糕香坊食品商行”，
随处可见蒸好的和正在制作的卡
通包子，造型逼真可爱，又美味可
口，个性化的服务，让许多孩子和
家长纷至沓来，如今，何军的卡通
包，不仅赢得了小城众多家长和
医院、酒店的厚爱，淘宝和朋友圈
里的订单也多起来，何军的“卡通
包”在美食圈里的名声也越叫越
响。就这样，虽然腿有残疾，但是
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这些普普
通通的面团团蒸成了致富的“金
包包”。

然而，作为一个肢残青年，创
业的路何其艰难！今天，让我们走
近轮椅上创业拾梦的何军，感受
他的乐观与坚强。

突遭不测，
找准人生新方向
见到何军时，他正在面案前

鼓捣卡通包的新造型，外表看起
来五大三粗的他做起卡通包造型
却非常灵巧，要不是亲眼所见，我
们很难想象曾经手握方向盘的他
会坐在面案前和工艺琐碎的面食
制作打上交道。

时间倒流十年，年轻的何军
夫妇看着欢蹦乱跳的儿子，嘴角
眉梢都是笑，作为一个半挂大车
司机，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收入不
菲，夫妻恩爱，一家三口其乐融
融。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天，
他实在太累了，坐在副驾驶位上，
眯着眼想歇一会儿，开车的是他
的同事，突然一声巨响，他们的半

挂车与迎面飞驰而来的大货车猛
烈相撞，一瞬间，他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何军的手触到
空空的裤管，摸不到右腿，他知道

“天”塌下来了，那场车祸夺去了
他的一条腿！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上有老下有小，将来的日子，可怎
么过？

万念俱灰，很长一段时间，何
军躺在病床上，想死的心都有！妻
子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头发就
白了大半，她拥抱着一心寻死的
丈夫，声泪俱下道：“我哪里也不
去，你是我的丈夫，是我的天，这
里是我永远的家，我绝不会离开
你！”

时间流逝，再怎么颓废，生活
总在继续，何军心疼地看着陀螺
般忙碌的妻子，暗暗下决心，一定
要振作起来，不能辜负妻子的不
离不弃。

安装了假肢，何军能靠着拐
杖在附近溜达了，他和妻子商量，
决定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做豆包手
艺开个糕香坊，行动不便，但自己
还有双手，还有一颗不屈服命运
的心。妻子看着心爱的丈夫又恢
复了往日的乐观，脸上露出久违
的笑容。一对患难夫妻，紧紧握着
双手，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夫
妻同心，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她
们凝视着“糕香坊食品商行”几个
大字，一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举步维艰，
推陈出新拓新路

创业的路极其艰辛，他们做
出来的豆包只有街坊邻居认可，
如何吸引顾客，拓宽销售？何军苦

思冥想，经过一段时间走街串巷
的市场调研，他了解到，如今很多
孩子不喜欢蔬菜和面食，家长们
非常烦恼。由此，何军决定对豆包
手艺进行改革创新，把面食做成
孩子们喜欢的卡通形象。

说做就做，有时为了制作出
一个满意的卡通形象，何军能研
究到半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能
迅速做成琳琳满目生动有趣的卡
通包了，可是，要大批量生产，必
须上设备，当时的车祸，因肇事者
家贫无力承担医药费，几年来高
昂的医疗费用，早已掏空了何军
的家底，资金成了何军夫妻头疼
的大事。

这时候，社会各方面的关爱
也源源而来，他收到了文登区残
联和相关部门为他带来了一笔创
业基金，捧着沉甸甸的创业基金，
何军创业的决心更大了，在大家
的共同关爱下，设备上来了，订单
跟上了，他们糕香坊的生意很快
就越做越红火。

走进何军夫妻俩的糕香坊
时，正赶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卡通
包出笼，憨态可掬的小猪，努着小
嘴的鸡仔，活灵活现的山竹包、云
朵包，让人恍若置身在卡通乐园。
排列整齐的卡通包，玲珑精美，让
人一见倾心，别说孩子们喜欢，大
人见了，也忍不住想托在手心咬
一口呢。何军的妻子刘海霞，清
瘦，麻利，一直在不停地忙碌着，
她说，平时，忙的时候，凌晨两三
点就得起来发面，揉面，做各种造
型，何军主要负责做各种卡通造
型，看看何军，很难想象，一双男
子汉的大手，如何在转瞬之间揉

出千姿百态的卡通造型，何军笑
了，笑得很灿烂。记者好奇卡通包
上的颜料来历，何军打开了话匣
子，他说：“卡通包上的颜料，黄色
都用南瓜汁和的面，绿色是用菠
菜汁和的面，那个蓝色是用卖的
蝶豆花泡开的水和的面，所有的
色彩都是亲手调制的。各种豆沙、
红糖等馅料，都是自己煮制调配，
虽然工时长，成本高，也很辛苦，
但自己安心，才能让顾客放心啊，
顾客愿意买我的食品，我就得用
心做出最好的东西，才对得起大
家的信任。”

苦尽甘来，
感恩知足做公益

做卡通包，相比做粘豆包要
费事很多，从发面，做馅，揉出各
种造型，到醒面，蒸制，出锅，晾
好，打包，每一道工序，从时间长
短，力道大小，都一点马虎不得，
稍有疏忽，就可能影响食品的口
感和美感。当有顾客要求定制比
较特别的造型，何军为了制作出
顾客喜欢自己也满意的作品，常
常闷在作坊里研究半天，他一点
不觉得枯燥，反而沉浸在创作的
无穷乐趣里，揉着面团，看着自己
双手揉出的“卡通乐园”，他忘记
了那场灾难。

经历过苦难的人，才会倍加
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宁和幸福。“糕
香坊食品商行”从小小的豆沙包
做起，产品不断增多，技术不断创
新，尤其是卡通包的畅销，让何军
夫妻的产品更具特色，出现了供
不应求的好势头，何军自强不息
艰苦创业的故事也传遍了小城的
大街小巷，残联、社区以及社会各
界人士的关注和扶植不时温暖着
何军夫妇的心，他们决心把对家
人的爱、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爱撒
播到四面八方。

总有一些残疾人朋友慕名前
来，向何军拜师学艺，何军从来都
是免费教授，他希望更多的残疾
人朋友自立自强，自主创业。多年
来，他记不清给多少残疾朋友捐
过款，也记不清做过大大小小多
少报告，鼓舞了多少残疾人朋友，
只要有空闲，他就走出家门，参加
一些公益活动，我们采访的时候，
何军刚参加完威海“12349”关爱
老年人的活动。

他说，是亲人的关爱和社会
的温暖，让他从人生低谷中振作
起来，成长为一个小有成就的创
业者，他愿意尽自己所能，为更多
的人带去战胜困难的勇气，为更
多人带来自主创业自强不息的力
量。 (周霞)

支持诚信建设 提升诚信意识
日前，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参加了

文登区张家产镇山阴沟村诚信表彰大
会，并免费为村里提供了100个塑料锨
头、2000个医用口罩，用以充实信用超
市。

在表彰大会上，山阴沟村根据村
民的清雪次数将村民诚信积分评定为
三档，村民依据评定的档次领取相应
礼品。张家产镇山阴沟村村民于瑞欣

领取到了一个塑料锨头和一包医用口

罩。她说，她参加了好几次志愿扫雪活

动，大家伙儿也都积极踊跃参加，并且

参加活动还有惊喜，以后再有这种活

动，一定积极参加。

自诚信建设以来，文登区妇幼保

健院秉持“诚信为民，诚信服务”的宗

旨，在做好医院诚信建设的同时，积极

支持山阴沟村诚信超市建设，激励村

民争当诚信先锋，强化诚实守信的氛

围，为乡村振兴注入“信”活力。文登区

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包

扶单位，医院有义务来参与和支持山

阴沟村的诚信建设工作，下一步，医院

将探索新的模式，进一步助推诚信建

设深入发展。 (朱霖)

文登区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强化疫情防控工作
随着春节的临近和人员流动的增

多，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为进
一步做好防控知识宣传，降低疫情传
播风险，文登区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高度重视，通过多种形式对辖区居
民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形成浓厚
的宣传氛围。

文登区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
辖区内各服务站、卫生室、敬老院等人

员流动密集场所进行疫情防控指导，
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张贴疫情防控海
报以及发放疫情防控手册，进一步提
高辖区群众的自我防护能力，降低疫
情传播风险。

此外，文登区天福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还利用横幅、电子屏滚动播放疫
情防控标语，倡导群众“戴口罩、勤洗
手、常通风、少聚集”“少走亲少访友、

不拥抱不握手、快见面快回走”“家庭
聚餐要减少，分餐公筷须倡导。”“返乡
回家要登记，少串门少走动，健康监测
14天。”

此次疫情防控宣传，文登区天福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悬挂横幅20条，
通过电子屏循环播放4条口号，服务
站、村卫生室张贴海报48张，发放明白
纸、指导手册等共计400份。 (赵照)

文登经济开发区多家企业发放春节“大礼包”鼓励原地过年
连日来，文登经济开发区多家企

业出台“送慰问、送文化、送奖励”等暖
心举措，吸引鼓励外地员工留在企业
过年，“非必要不返乡”成为越来越多
外地员工的共识。

“鸡，鱼，鸡蛋，肉，大米，面，还有
蔬菜······”在文登经济开发区迈世
腾科技(山东)有限公司，食堂里，采购
人员刘新明正在清点提前备好的第一
批年货，“今年过年可能很多人不能回
家，留这儿过春节，希望他们吃得丰盛
点，吃的好一点，过个好春节。”

作为一家电子产品生产企业，迈

世腾70%的员工来自省内外其他城
市。为了响应号召，留住员工在企业过
年，迈世腾不仅推出了补贴丰厚的春
节“礼包”，还提前介入，解疑答惑，了
解需要，建立24小时后勤保障机制，让
大家“背井不离乡”，在威海也能过好
年。迈世腾科技(山东)有限公司经理
马光说：“每天除了提供法定节假日的
工资之外，额外再奖励100元。在2021
年年度内，我们会挤出时间来给大家
补休，让工人也顺利的回家团圆。如果
因为公司经营或者员工个人意愿放弃
休假，我们每天再加100元的补贴。大

年三十，我们会分批组织工人，以不超
过10个人为一个小组，进行简单的聚
餐，能陪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度过我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初步统计，超
过500名员工打算留在企业过年。”

目前，在文登经济开发区，奥文电
机、威力工具、天润工业、信亚机电等
用工量较大的企业都已出台或正在研
究出台相应的留威过年奖励政策，通
过发放节日补贴、提高春节出勤奖，组
织年夜饭、文化娱乐活动等，鼓励外来
务工人员留在威海过春节。

(曲蕾)

寻人启事
该三名男子在文登区

流浪，现已安置，如有知情
者，请拨打电话 0 6 3 1 -
8984106进行联系。

2021年1月22日

文登区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

为推动医院常态化安全生产工
作，按照上级安排部署，结合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要求，近日，文登区
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严从细认真
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医院专门组织召开科室负责人专
题会议，迅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对

水、电、暖气设备、灭火器材、疏散通
道、危险化学品、医疗废物、检验科、B
超室、放射科等重要科室仪器设备操
作流程等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并严格落实预检分诊
制度和首诊负责制度，在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的同时守住守牢疫情防控底

线。
时至年关，文登区龙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将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巡查
力度，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三防合
一”的安全防范体系，严格落实值班和
领导带班制度，扎实推进“平安医院”
创建，为患者就医提供安全稳定的医
疗环境。 (王忠丽)

张家产镇卫生院惠民服务送上门

日前，文登区张家产镇卫生院中医科医师将煎
好的中药送到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这也是医
院惠民服务送上门的一个缩影。

文登区张家产镇因寺桥村村民赵某因膝关节痛
在文登区张家产镇卫生院中医科入住“中医日间病
房”治疗，住院期间，她的老母亲突患急性胆囊炎，腹
痛不适，不思饮食，西医治疗多日效果不佳，考虑老
人年事已高，其家人决定为她寻求中医药诊治，因老
人行动不便，张家产镇卫生院中医科医师便上门为
老人诊治，通过“望、闻、问、切”中医四诊合参，为老
人开出对症的中草药，煎好后送至老人家中，经过服
药，老人病情渐渐好转。

为更好为基层群众服务，文登区张家产镇卫生
院不定期组织本院中医医师到各乡村卫生室进行中
医药宣传、巡诊活动，并积极开展惠民送药活动，通
过送药上门服务，让居民真切体会到便利，将惠民确
实化为实际行动。 (朱育林）

课前调控情绪 正确舒缓压力
为缓解学习压力、摆正心态，帮助学生学会调控

情绪、舒缓压力，近日，荣成市龙须岛小学进行了“课
前调控情绪 正确舒缓压力”的活动。

各班级变着花样组织同学们进行各类缓解压力
小活动，有简单的伸展运动，有配乐的韵律操，有“指
鼻子”“碰手指”“小雨滴”“大眼睛”等小游戏。这些别
具特色的活动游戏，学生们喜闻乐见，饶有兴趣，最
主要的是在非常时期，做些适量运动，既可强健身
体，又可舒缓压力。

通过这些小活动，同学们学会了缓解压力，正确
对待压力。学生们的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变,对待
学习的压力心情比较放松了，提高了学习效率，全力
以赴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保持健康乐观积极的心
态。 (林芹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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