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会越来越好”
■ 本报通讯员 柳小林 杨启鹏

日前， 当涂县乌溪镇金庄村重度
肢体残疾人张其明高兴地说，他的 20
亩蟹苗已经全部卖完，除去成本，净收
入 5 万多元。 张其明家有 2 层独院小
楼，面积 300 平方米，空调、冰箱、洗衣
机、电视、电脑等家用电器应有尽有。
张其明夫妇和 90 岁的老母亲住在一
起，儿子、女儿都大学毕业，在城里成
家立业，有很好的工作。儿女经常回来
帮家里干活，一家人其乐融融。

张其明 1965 年出生， 初中文化，
2005 年被确诊为脑梗塞。 治病花了四
五万元，他的命保住了。

经过约半年的艰苦锻炼，他可以
下地走走，但是仍然留下了偏瘫后遗
症，成了一位重度残疾人。此时，他负
债 1 万多元 ， 他的儿子女儿都未成
年，都在上学。 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
力 ，基本生活还要他人照顾 ，真是困
难至极。

镇政府给他落实了最低生活保
障 ，春节慰问 、临时救济优先给他安
排。 他的妹夫、大舅子等亲戚，经常到
他们家来帮忙干农活。 他的儿子女儿

上高中 、上大学后 ，每年暑假都在外
面打工 ，努力多挣一点钱 ，减轻家里
的负担。

2007 年，张其明通过坚持不懈的
康复训练，身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不但基本生活能够自理， 还学会了单
手骑电动三轮车， 并能干一些简单的
农活。

乌溪镇的中华蟹苗远近闻名，当地
养蟹苗的人很多。 张其明也开始养蟹
苗。 这期间，县残联先后给予他两次就
业创业扶持，并多次安排他免费参加县
残联举办的养殖技术培训班、计算机技
能培训班。 张其明努力学习，同时请教
邻里养蟹户，渐渐掌握了养蟹苗技术。

养蟹苗从 5 月开始， 到次年二三
月结束。每天早上，张其明都和妻子到
蟹田喂蟹，夏日酷暑、冬天严寒，天天
如此，风雨无阻。

他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2015年他
主动退出了最低生活保障。 “我的生活会
越来越好。 ”张其明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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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超：心怀感恩 回馈社会

■ 本报通讯员 孙晓萱

本报记者 汪国梁

五年的军旅历练， 让这个心高气
傲的男孩成长为谦逊低调的男人。 三
次蜕变，历经坎坷，让他华丽转身，走
上了创业之路。也许曾经天真鲁莽，也
许一路跌跌撞撞，但他始终不改初心，
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他说：“投我以
桃，报之以李。 祖国养育了我，我定要
加倍回馈社会。”他就是巢湖籍退役军
人高永超。

2010年，17 岁的高永超参军入伍，
成为武警合肥支队一员， 开始了心仪
已久的军旅生活。 入伍之初，身为家中
独子的高永超懵懂自大， 但一次因自
己的错误而连累全连一起受罚的经历
彻底改变了他。 在高永超看来，一人做
事一人当，既然是自己的错，就该一人
承担， 但班长告诉他：“我们是一个团
体，在这里，个人利益永远小于集体利
益。 ”班长的一席话，深深烙在高永超
心里。 那天起，他懂得了什么是团队。

入伍期间， 高永超先后两次荣立
三等功，两次荣获“优秀士兵”称号，还
曾获“优秀党员”“优秀学员”等称号。
2015 年 12 月，带着荣耀与勋章，高永
超从武警合肥支队退伍， 离开了那个
承载了自己 ５ 年青春时光的地方。

2016 年，高永超就职于一家台资
企业。因为工作关系，他可以接触不同
地区的人和事，感受不同的民风民情。
期间，他多次走访敬老院、贫困山区等
地，为老人、留守儿童等需要帮助的群
体送去温暖。 从那时起，回馈社会、奉
献爱心的想法逐渐在高永超心中萌
生，他开始拿出工资参与公益活动。这
些年来， 他以个人名义参与公益活动
出资已逾 60 万元。

2018 年，喜欢尝试新事物 、勇于
接受新挑战的高永超决定创业， 经过
几番打拼，创立了安徽宏轩博雅集团，
涉足信息咨询、文化传媒、绿色农业等
多个领域。热衷公益的他秉持“发展不
忘国家，致富不忘人民”的理念，将“扎
根一方土地，造福一方人民，助推一方
产业，带动一方经济”作为企业发展目
标，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成立后，
高永超亲自带领员工前往六安市横塘
岗乡黄墩村采购当地滞销的大米，一
部分用于慰问当地生活困难群众及退
役老兵，一部分进行销售，并拿出销售
额的七成作为公益活动资金。去年底，
他先后前往省军区巢湖干休所及巢湖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省女子监狱等
单位，看望退役军人、一线狱警并送上
慰问物资。

戎装虽解责任在。 高永超关爱老
兵、 奉献爱心的脚步从未停下。 2016
年以来， 他以个人或公司名义帮扶多
个地区，足迹遍及金寨县、河南省鹤壁
市、河南省漯河市、四川省大凉山等省
内外许多地方。

铁肩担道义，热血铸初心。无论退
役多久，无论走多远，高永超始终怀感
恩之心回馈社会。 他真挚地期望有更
多人加入公益事业中， 从力所能及的
小事做起，帮助每一位有困难的人。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稿
可发送至电子邮箱：ahwdtygs@163.
com）

“候鸟服务”暖人心
■ 本报记者 袁野

本报通讯员 张胜男 储勇

3 月 10 日，在上海居住的六安原
三线企业的老军工、老知青们，齐聚位
于上海市的六安市人民政府驻沪联络
处。在远道而来的六安医保人面前，在
久违的“乡音”中，他们积攒许久的医
药费单据报销问题均有了着落。

“谢谢你们啊！ ”原长安机器总厂退休
职工练志民老人向医保工作人员致谢。

练志民患有脑梗，行动不便，老伴
也有肺癌，生活不易。今年通过六安市
医保局的上门服务志愿活动， 他又报
销了 14000 余元。

上世纪 60年代， 一大批热血青年
响应号召，从上海、江苏等地来到当时
贫瘠落后的六安支援“三线”建设。他们
在当时的国营光华无线电仪器厂、长安
机器总厂、永达机械厂、齿轮厂等“三线
厂”安家落户，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以及
老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些老军工、
老知青们退休后大多返回原籍居住，随
着年龄的增长，对往返几百公里的医药
费“报销之旅”难以承受。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六安医保
部门将老人们的需求记在心上， 并落
实到行动中。 从 2005 年开始，六安医
保志愿者便每年定期赴上海、南京，现
场为老人们办理个人账户提取、 门诊

费用报销、 慢性病申报、 异地外驻登
记、住院费用报销等事项，这一贴心的
做法获得了广大老军工、 老知青们的
一致好评。

“我们年年盼着你们，不光是盼着
你们来帮我报销医药费， 更是期待你
们把六安的新变化告诉我们。 ”原“三
线厂” 驻沪医保报销联络人杨春梅拉
着医保志愿者的手，欣慰地说。每年一
次的医保便民服务日， 成为这些老人
们翘首企盼的日子。 有的老人虽然不
需要办理医保报销， 但得知消息后仍
会来到现场，只为见一见来自“家乡”
的亲人，听一听那熟悉的“乡音”。

自 2016 年起，六安市就已启动跨
省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 参保
患者备案后的异地住院费用便可实时
结算。 目前， 六安市已经实现了与上
海、江苏普通门诊的互联互通。

“尽管异地医疗费用大部分可以
直接联网结算， 但是考虑部分外驻退
休老人未领取新版社保卡、 慢性病门
诊和特检等费用未实现联网结算等特
殊情况， 我们决定将这一年一次的上
门服务继续坚持下去。”六安市医保中
心副主任袁家发告诉记者。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六安医保部
门赴上海、 南京等地为原三线企业外
驻退休参保人员提供便民服务已开展
了 16 年。

他多年来热心公益事业，先后在安徽、四川

等地帮扶多名农村贫困学生， 被评为 2020 年
12月“中国好人”———

“让公益的阳光温暖更多人”

2018年 5月，孙峰和大凉山的孩子们在一起。 （孙峰供图）

传承红色基因

荩 3月 18日， 在合肥市安庆
路第三小学大杨分校， 老师为
学生讲述党史知识。

本报通讯员 葛传红 摄

·百姓纪事·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王浩

“正在联系团县委与图书馆，扩大爱
心书屋规模， 让读者能从我们这里办理
借阅手续，让更多人读上好书。 ”3 月 17
日，亳州市“蒙城县阳光公益协会”负责
人孙峰说。如今，他正考虑把农家书屋打
造成流动“图书馆”，加快“图书漂流”和
更新。此前，孙峰个人投资 10 余万元，打
造了一个拥有 1 万余册图书的爱心书
屋。该书屋已成为“蒙城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

助建希望小学、 助力抗疫、 助农销
售，几年来，孙峰发起成立的“蒙城县阳
光公益协会” 及其开展的 “守护希望之
光，关爱贫困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先
后在安徽省“月评十佳”中，被评为学雷
锋志愿服务优秀典型。近年来，孙峰先后
荣获“亳州好人”“安徽好人”“中国好人”
等称号。

大凉山上播种“希望”

48 岁的孙峰个子不高， 戴着眼镜，
丝毫没有“皖北大汉”的模样。 这样一位
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人， 却带领蒙城县阳
光公益协会在国家深度贫困地区———四
川大凉山上，助建了三所希望小学。

发芽的土豆、破烂的衣衫、冰冷的荞
麦饼……2015 年，孙峰与朋友们去大凉
山“游玩”，在一所小学里看到孩子们吃
午餐的情景后，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当
时那些孩子们的困难， 是我完全无法想
像的。 ”孙峰回忆说，当时他与朋友相约
出游，顺带做些公益，却被眼前大山里的
贫困震撼了心灵。路是夯土的，下雨就泥
泞不堪；校舍是土坯的，四处漏风。

“我们没有充足的准备，捐了些钱物
就离开了。”孙峰说，回蒙城后，大凉山孩
子们清澈的眼神， 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
中，“我要尽力帮帮他们。 ”2017 年 8 月，
孙峰在蒙城县民政部门注册成立了 “蒙

城县阳光公益协会”，由一个人的有限力
量汇聚成集体之力，重返大凉山。

2017 年 12 月， 蒙城县阳光公益协
会和四川省昭觉县对接后，启动蒙城阳
光希望小学建设。 短短 2 年的时间，该
项目累计资助大凉山贫困留守儿童 100
多人、捐资 30 多万元，主导或参与捐建
希望小学 3 所，让那里的 600 多位孩子
拥有了温暖舒适的学习环境。 “五星红
旗在新学校第一次升起时，我看着眼前
孩子们的笑容，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 ”
孙峰说。

“与大凉山众多扶贫干部的无私奉
献和脱贫攻坚的成果相比， 我们的帮助
只是九牛一毛。 ”孙峰说。 从 2017 年起，
他和志愿者们每年都会去大凉山， 见证
了当地脱贫攻坚带来的沧桑巨变。 “路面
都修成了水泥路，开轿车就能进山；孩子
们穿着干净的衣服， 坐在明亮的教室里
上课，吃着营养午餐，上学路上的危险路
段都有护栏和台阶……”孙峰说，当地一
位名字很长的彝族孩子， 第一次见陌生
人时很害羞，后来再见面，总是拉着他的
手， 竖起大拇指呵呵地笑，“虽然不太能
听得懂孩子在说什么， 但我能感受到他
那发自内心的纯真的快乐。 ”

助力脱贫抗疫

“我是党员。 无论什么时候，初心不
能忘。 ”孙峰说。 2018 年 8 月，蒙城县阳
光公益协会成立了党支部，实施“消费扶
贫助贫困农户脱困境”志愿服务项目。

2020 年 5 月， 蒙城县王集乡的 15
亩观赏芍药花绽放，但脱贫户、高位瘫痪
的胡耀平怎么也笑不起来。此前，依靠扶
贫政策和扶贫干部的帮助，他流转了 15
亩地，建起了观赏芍药花种植基地，并逐
步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 2019 年花季，
胡耀平的订单“爆棚”，亩均收入近万元，
然而 2020 年春节前夕，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来袭，好景不再。

“不能因为疫情，让好不容易脱贫的

胡耀平返贫。 ”孙峰说，当时他带着志愿
者来到胡耀平的芍药花基地， 通过网络
发起“助力卖花郎，美化大家园”爱心助
购活动，帮助这位自强不息的轮椅“卖花
郎”。学生志愿者还在芍药花间跳起了舞
蹈，利用网络直播帮助销售。通过志愿者
购买和网上销售， 胡耀平熬过了最艰难
的时期，种花事业重新走上正轨。

在孙峰的带领下， 从 2018 年起，蒙
城县阳光公益协会连续 3 年实施 “消费
扶贫助贫困农户脱困境” 扶贫志愿服务
项目， 组织大型公益助销活动 25 次，带
动价值 60 多万元的农产品销售。 “蒙城
县的脱贫摘帽， 与像孙峰这样的社会爱
心人士的默默奉献分不开。 ”蒙城县文明
办相关负责人说。

“这是免费的口罩，请您拿好！ ”去年
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 孙峰每天早上
都会带着志愿者， 在县城的大街上开展
志愿服务防疫工作。整个春节期间，他们
挨家挨户上门排查登记， 向社区居民发
放告知书，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向商店和
市民发放免费口罩 2600 余个。

“疫情来得太突然，口罩、消毒水等
物资紧缺， 有钱都买不到。 我开商贸公
司，有自己的渠道。 ”孙峰说，当时觉得自
己作为党员就该冲在一线， 没有什么困
难是克服不了的。

记者从蒙城县文明办了解到 ：2020
年 1 月 29 日，孙峰个人向省红十字会捐
款 3000 元。2 月 1 日，孙峰带领志愿者向
蒙城县疾控中心捐赠抗疫物资， 包括食
品 70 件、酒精 252 瓶、84 消毒液 120 瓶、
口罩 1200 只、现金 35410 元。

之后经过多方筹集， 孙峰联系到最
急需的物资———口罩 5 万只。 2 月 6 日，
孙峰带领志愿者冒雨将 5 万只口罩送给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

聚爱心帮更多人

从起初的 6 人到今天的 3000 余名
志愿者，阳光公益协会成立后，孙峰在公

益的路上不再是孤军奋战。
“我当年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才有了今天的事业。 ”孙峰说，他在 2002
年下岗，在最困苦的时期，亲朋好友、乡
亲近邻的无私帮助， 让他渡过了难关。
此后，孙峰凭着一番打拼，从经营汽车配
件起步， 逐步扩展到商贸公司、 酒店经
营，事业有了起色。 致富不忘桑梓，孙峰
没有忘记困难时期受到的关怀和帮助，
多年来热心公益事业， 努力回报家乡和
社会。

2017 年协会成立后， 随着越来越多
人的加入，好事越做越多，发挥的作用也
越来越大。 “众人拾柴火焰高，很多事情
对个人来说是‘有心无力’，对集体却不
算难。 ”孙峰说。

蒙城县小涧镇有一位 14 岁的“美德
少年”叫王本华（化名），父亲去世，母亲
瘫痪。小本华边上学边捡废品补贴家用，
还要照顾弟妹， 学习成绩却非常优秀，
“三好学生”奖状贴满了整面墙。 “协会得
知后，发起了募捐。 ”孙峰介绍，为实现小
本华的愿望， 协会捐赠了一辆多功能轮
椅、40 多件衣服以及 5000 元现金， 还有
医生志愿者为小本华的母亲做了体检，
并持续为其做免费康复治疗。 “我个人最
多捐些钱物， 但我们阳光公益协会有医
生、教师、建筑师等等，就能解决很多问
题。小本华家经常有志愿者照顾，辅导孩
子学习，疏导孩子情绪，这是单个人做不
到的。 我们要让公益的阳光温暖更多的
人。 ”

多年来， 孙峰和志愿者们捐款资助
农村贫困生 2000 多人， 结对帮扶县城 6
名贫困大学生；发起捐资助学、扶贫公益
活动 200 多次； 号召社会爱心人士捐款
捐物总值达 300 多万元。2018 年，孙峰被
中共蒙城县委、蒙城县人民政府授予“捐
资助学先进个人”称号。

采访结束时，孙峰高兴地对记者说，
再过两个月， 就是协会的志愿者上大凉
山的“固定时间”，到时候他们要再上大
凉山， 与那里的孩子们一起分享脱贫后
的幸福新生活。

荨 3 月 21 日， 在滁州市南谯区银东社区红
色驿站，入党多年的老战士、“红色宣讲员”李
普应为社区工作者和部分群众讲述党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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