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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其顺：供电服务窗口的善行者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本报通讯员 梅良仿

“心怀感恩、笑对工作，从点滴做起、从
小事做起，努力把平凡的工作干好，服务好
广大用电客户。 ”日前，今年 58 岁的黄其顺
对记者说。1983 年参军的他，1997 年光荣退
役，被安置到含山县供电公司，成为一名基
层供电企业的员工。

在供电服务窗口， 黄其顺 20 多年如一
日，工作兢兢业业，不改军人本色。 上班，他
常常是早到晚归；除夕、大年初一，他总是坚
守岗位。 遇到班组的其他员工外出学习、参
加培训，他随时顶上岗位。 为了熟悉服务辖
区内供电线路、用电客户等现场情况，他曾
一个人带上纸和笔，每天沿着变电站的出线
杆，顺着线路走向，画下一根根线路走向图，
标记好杆线设备等基础信息。一两个月的实
地走线画图后， 凡客户来办理业务或保修，
黄其顺都能及时和顾客说清楚现场有什么
电杆、线路，为客户制定最佳用电方案。客户
亲切地称他为供电企业的“活地图”。

通过个人自学和单位外培，黄其顺的技
能水平不断提高。 如今，黄其顺已是高级技
师。 在他的带领下，含山县供电公司客户服
务中心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延时服务、上门
服务、预约菜单式服务、标准化服务等多项
服务新机制构建完备，客服中心营业大厅服
务团体先后获得全国 “巾帼文明岗”、 省级
“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号。

扎根岗位作出贡献，扶老助困更是担当
在先，黄其顺将善行融进了日常生活。 2002
年春节后的一天，78 岁高龄的何淑梅老人
来服务大厅交电费，黄其顺得知她是“空巢”
老人，就为老人建了档案，每月坚持上门服

务至今。 如今， 他上门服务的老人已达 12
位，逢年过节，还会带上礼品看望他们，帮老
人们挂灯笼、贴对联等。

除了助老服务，黄其顺还结对帮扶贫困
孩子。 2014 年 4 月，黄其顺看到昭关镇关工
委“伸出援手救救两岁男孩小明”的倡议书
后，主动联系县教育局，愿意以自己微薄之
力帮助更多贫困的孩子。在县教育局的支持
下，他与仙踪小学唐雨萌、张若寒结成了帮
扶对子。 结对后，他经常打电话了解他们的
学习、生活情况，一到春节，就给他们买衣
服、鞋子、书包等，每年还给两人每人 500 元
过年费。 “孩子都很可爱， 帮助他们是应该
的。 ”黄其顺笑着说。

热心帮扶不孤单 ， 善行感染身边人 。
2015 年， 黄其顺倡议成立志愿服务队和爱
心基金。公司同仁深受感动，纷纷参与。含山
县供电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了。黄
其顺和他的志愿服务团队为留守儿童送安
全知识，教留守儿童学急救知识，宣传电力
设施保护知识，为农村希望小学捐赠“爱心
图书”……涓涓细流汇聚成爱心之河。

黄其顺先后获得全国敬业奉献类“中国
好人”、安徽省电力公司“劳动模范”等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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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倍努力为残疾人工作”

■ 本报通讯员 柳小林

近日，在当涂县姑孰镇东大社区，残疾
人助理员沈曙光忙着为社区残疾学生和困
难残疾人子女送《马鞍山市残疾学生和贫困
残疾人子女就学资助申请表》。 他说要确保
一个不漏，一个不错。

沈曙光 1969 年出生，中专毕业，先天脑
瘫，走路不方便，左手和左胳膊失去正常功
能，为重度肢体残疾人。2010 年，沈曙光被选
聘为当涂县姑孰镇东大社区残疾人助理员。

2018 年， 外省公安部门送回东大社区
流浪乞讨人员黄某。 黄某 50 多岁， 患精神
病，没有监护人。 沈曙光主动申请作为黄某
的监护人，为他东奔西走，办理了残疾人证，
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等，并将他安排到一家
敬老院生活。今年 4 月，黄某精神病复发，沈
曙光又为他办理了相关手续，把他送到一家
精神病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和托养。

沈曙光还为智力四级残疾人侯某牵线搭
桥，让他喜结良缘。2019年，侯某开店创业，沈
曙光为他申请了 3000元就业扶持资金。

沈曙光经常组织残疾人到社区农家书
屋读书，组织残疾人到影城看电影，游览凌
云山公园，参观当涂好人馆，听好人故事，积
极开展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活动。

2019 年夏天，沈曙光腰间盘突出，腰痛
不已。此时，社区有 30 多位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资料要完善，

要输入电脑并及时上报，而其他人又不太熟
悉情况。 沈曙光忍着疼痛，站着在电脑键盘
上打字，及时完成了工作任务。

2020 年抗疫期间， 他积极参加社区疫
情防控工作， 负责辖区 11 个卡口值守人员
的调度和排班。 当年夏天，当涂县遭遇百年
一遇的洪水。沈曙光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住
到姑溪河大堤上，风雨无阻巡堤查险。此时，
他的父亲在芜湖弋矶山医院住院。由于脱不
开身，沈曙光直至父亲病危才来到父亲的面
前。 办完父亲丧事后，他又回到了防汛抗洪
第一线。

沈曙光还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今年
4 月 2 日，由他牵头联系县爱心车队，为 20
户残疾人家庭、5 户失独家庭、5 户困难老年
人家庭文明祭扫提供志愿服务。

沈曙光 2015 年被评为当涂县首届 “残
疾人自强模范”、当涂县首批“优秀二星级志
愿者”， 今年 3 月被评为 2020 年第四季度
“当涂好人”。

沈曙光说：“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干不
了多少活。 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
使我们的基本生活和我儿子上大学都不成
问题。所以，我要加倍努力为残疾人工作，以
此来报答党和政府对我的关爱。 ”

让孩子拥有更好明天

■ 本报记者 袁野

8 月 4 日， 记者来到六安市社会福利
院。 活动室中，19 岁的张荣燕正带着七八名
学龄前的小朋友做游戏，欢声笑语阵阵。 满
面春光的张荣燕，也曾是六安市社会福利院
中的一名孤儿。

张荣燕和弟弟原本都在霍邱县的社会
福利院长大，随着去年底儿童福利机构转型
发展，她和弟弟还有其他 10 多名霍邱县社
会福利院的孩子来到六安市社会福利院生
活、学习。 “和原来相比，这里生活、学习的
环境都很好。老师们都为我们着想。”张荣燕
告诉记者， 原本她在霍邱的中专学习计算
机，来到六安市社会福利院之后，夏多月副
院长看到张荣燕性格开朗随和，就劝说她转
而学习幼儿教育专业。 “我已经在幼教专业
学习了半年，很喜欢这个专业。 今年暑假，
夏妈妈让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带院里的小弟
弟、小妹妹玩耍，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
实践机会。 ”张荣燕说，现在她的梦想就是
认认真真地学完幼教的课程，将来回到六安
市社会福利院从事幼儿教师工作。

“2020 年，六安市开展了儿童福利机构
转型发展的工作， 将各个县区儿童福利机构
的孩子们集中到市福利机构统一生活学习。 ”
六安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儿童福利）科科长陆
金富告诉记者，这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县
区福利院的孤儿数量大幅减少， 县区福利院
中的很多康复、 治疗项目难以展开，“为了让

这些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生活、治疗环境，
去年年底，我们将 4个县区共 26名儿童全部
转移到了市社会福利院居住。 ”陆金富说。

在福利院护理部的温馨小屋中，记者看
到年仅 10 岁的丹丹正在护理老师的帮助
下，慢慢地行走。看到地上的皮球，丹丹还淘
气地用脚轻轻踢了一下。“就在半年多前，丹
丹还是个卧床不起的孩子，这么大了，吃饭
只能吃些牛奶、流食。 ”夏多月告诉记者，丹
丹原本居住在县区福利院，下肢瘫软，长期
卧床，还存在吞咽功能障碍。 县区福利院限
于条件，一直以来难以对其开展有效的康复
治疗。 到了六安市福利院之后，丹丹和另外
几名卧床儿童一同接受了全面的治疗。短短
几个月时间，丹丹不仅可以独立行走，还吃
得下辅食。另外几名卧床孩子也都可以牵引
站立或独立行走，身体情况大有好转。

据了解， 目前六安市社会福利院共有
110 名孩子， 年龄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 20
岁不等。 时值暑假，为了让大孩子们过得更
加充实，福利院开展了职业体验活动，让孩
子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参与福利院食
堂、卫生等工作，体会工作的不易。 “为了给
孩子们更好的生活，近年来我们福利院增加
了专业技术人员和护理员，为新转入院的孩
子们增添了生活用品，改造升级了居住环境
并为所有转入我院的孩子们都办妥了转学
事宜。我们希望把福利院打造成一个融‘养、
治、教、康、安’为一体的大家庭，让每一个孩
子都能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夏多月说。

南京军区首例国防生捐
献者、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首
例捐献者、 全省煤矿系统首
例捐献者……他们不仅创造
了一个个 “第一 ”，更创造了
一次次生命奇迹！ 在这座城
市，如今已有 42 位志愿者捐
献了造血干细胞———

用爱点燃生命之光

荩 8月 12日， 天长市铜城镇武装部组织今
秋 20 多名体检、政考双合格应征青年，来到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旧址纪念

馆，开展传承抗大红色基因、坚定从军报国之
志教育。 本报通讯员 曹基 李怀林 摄

预征青年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

荨 近日，合肥市蜀山区琥珀街道人武部联合北苑村社区党委，组织辖区预
征青年走进安徽省军区合肥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通过参观荣誉室、 生活
区，学党史、学军史、学内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图为预征青
年了解炮弹壳背后的故事。 本报通讯员 陈三虎 摄

■ 本报记者 柏松

一颗心 感动一座城

“中国骨髓捐献志愿者张宝与韩
国患者配型成功后遭遇了车祸， 但他
住院治疗康复后， 继续为这位韩国患
者捐献了骨髓。 这位中国志愿者说：
‘人生祸福难料， 人家现在大难临头
了，帮点忙真不算什么。 ’”2014 年，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
表演讲时，用这一生动事例，诠释中韩
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2008 年 5 月，韩国骨髓库向中国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中华骨髓
库）求助：该国一名华裔中年男子因患
白血病，需要移植造血干细胞，但在世
界其他的骨髓库里找不到合适的配
型。 经过对中华骨髓库几十万名志愿
者留下的血液样本初步配型， 终于找
到了唯一配型成功者———淮南志愿者
张宝。 2010 年 1 月 12 日，张宝在北京
顺利完成了捐献。 2015 年，张宝被评
为全国道德模范。

张宝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了淮南这座城市， 带动了更多志愿者
加入到捐献的行列。

淮南一位 “90 后 ”快递小哥刘亚
强记忆深刻的是一份特别的加急 “生
命速递”！

2019 年， 他 7 年前留下的造血干
细胞血样和外省一名十分危急的急性
白血病患者的血样初配成功。 当年 6
月 3 日， 刘亚强在安徽省立医院完成
造血干细胞捐献。 刘亚强很是欣慰，感
慨道：“我整天给人忙着送快递，没想到
这次把自己给快递了，这是我这一生中
最重要的一次生命速递。 ”

2021 年 1 月底， 淮南市 23 岁的
志愿者潘俊钦接到通知，一名 12 岁的
病患女孩的血样和他的血样配型成
功。他果断干脆地答应捐献，并特意给
小女孩写了一封充满真情关爱与热情
鼓励又轻松幽默的信。 “亲爱的小妹
妹，虽然我们未曾相识，我对你一无所
知， 但当知道我能给你带去希望的时
候，不知道有多开心。 妹妹，痛苦是个
欺软怕硬的家伙，只要坚强面对，就能
无所畏惧。 你并不孤单， 有爱你的家
人，有专业的医生，还有在远方素不相

识但一样默默关心你的我们。 经历风
雨，终见彩虹。哥哥希望尽快听到你一
切一切的好消息。 拥有相同的生命密
码，是一种缘分，愿你以后如夏花般灿
烂。幸运的哥哥。” 6 月 8 日，小潘顺利
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亲爱的恩人，我苦苦等了 12 年，
终于等到了您。我的生命有救了！我将
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了！ 您不知道我有
多开心、多感激！您的大爱和无私感动
着我！ 我的生命是您给的。 没有您，就
没有我的未来！治好病后，我要好好珍
惜今天的一切， 要努力学习， 像您一
样，做一个报效社会、报效祖国的人！ ”
小女孩在感谢信中说。

捐献造血干细胞，一次都不容易，
而为了挽救异乡一位素不相识的一对
双胞胎孩子的母亲， 淮南一位侠骨柔
情的奇女子胡常引两次捐献。2012底，
25岁的她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2020 年 9 月， 她再次接到红十字
会的电话，那位患者生命危急，需要她
二次捐献造血干细胞。 胡常引义无反
顾地进行了捐献。 这次捐献也是安徽
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开展 17 年以
来第一例二次捐献。 “一生有缘，我俩
的命栓在了一起。 我的身体里有她需
要的‘生命种子’，我必须救她！ ”近日，
胡常引告诉记者。

南京军区第一例国防生捐献者、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第一例捐献者、全
省煤矿系统第一例捐献者……他们创
造了一次次生命奇迹， 一份份爱心在
这座城市接力、传递！ 如今已有 42 位
志愿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一束光 照亮一座城

“张宝哥哥， 我用您给的钱买了
10 本学习资料，有了一种自豪感和学
习动力。 我会用你的方法去回报这个
社会，报答国家。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
县贫困受助学生卢光鸿的这封信至今
仍保存在张宝的书柜里。

从小家境贫寒的张宝懂得读书对
困难家庭孩子的重要性， 已累计资助
青海、川西、赣南等偏远地区的 10 几
名学生， 并组建了全国道德模范张宝
志愿服务队， 带动更多人加入捐献造
血干细胞和志愿服务的行列。

“能用自己的一份爱心挽救一对

母子的生命，值得！ ”7 月 25 日，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90 后”小伙史柯告诉
记者。 2017 年 3 月 5 日，“中国好人”
史柯志愿服务队成立。从那时起，在应
急献血点、义务献血站，在造血干细胞
捐献采样活动现场， 史柯每年都要带
领志愿者奔走在爱的旅途。

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加入捐献行
列，多年来，淮南市有 32 支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尤其是 11 支高校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 分别在社会各个行业和高
校长期开展宣传动员和采集服务。

“淮南有张宝、史柯、杨帆 3 名捐
献者带队的 3 支‘中国好人’志愿服务
队。他们现身说法，带动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捐献队伍。 ”淮南市红十字会秘书
长陈玉琴告诉记者， 所有的捐献者在
捐献后都成了最好的宣传员， 让涓涓
细流汇成爱的海洋。

“我有点担心、害怕……”“你对这
个不了解，您看看，这是我的献血证、
采样证，我现在身体很棒。 ”在今年世
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中， 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的志愿者、 生命接力志
愿服务队队长葛永拿出一摞献血证给
一个过往的青年现身说法。

“您现在留取的一点点血样，明天
就可能成为患者救命的希望……”7
月 24 日，记者走进田家庵区龙湖路地
下商业街爱心献血屋， 西南大学地理
科学学院学生杨婧正在向路人宣传。
她是第 4 次利用暑假参加淮南市红十
字会“快乐益夏”志愿服务。今年，她的
学弟学妹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接力
传递爱心。

一片爱 温暖一座城

“我终于完成使命了，不辜负我做
的这份工作和热爱的事业。 以前我都
是用别的志愿者捐献的例子去宣传动
员， 以后我可以用自己捐献的亲身感
受去动员他人。 ”今年 4 月 27 日，安徽
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者捐献第一
人、 淮南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穆敏在
捐献采集结束后，尽管身体十分虚弱，
但还是兴奋不已， 终于了却了自己一
桩期待 9 年的心愿。

42 例成功捐献，42 次让生命重新
起航！从接到通知到完成捐献，让患者
从死亡的边缘重回温暖的人间。 他们

用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感染了身边的
每一个人。

近年来， 淮南市积极推进关爱生
命工程，整合社会资源，优化对捐献者
的服务， 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造
血干细胞捐献队伍中， 让造血干细胞
捐献事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和倾力支持。

“能够参加建党百年庆典，深感光
荣和自豪！ ”在淮南市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表彰大会上， 张宝、魏
炜、史柯等捐献者应邀出席。

在春节等重大节日， 淮南市和市
文明办、市红十字会的相关领导都会看
望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代表。每位捐
献者启程捐献，市红十字会均会举行简
朴热烈的欢送会，为救人英雄壮行。 志
愿者捐献期间，市领导送行、看望。

每年淮南春晚、 道德模范授奖仪
式、淮南好人颁奖仪式等重大活动中，
均有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代表的身影。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走进机关、企
业、社区，积极参加道德讲堂、道德模
范和身边好人事迹宣讲活动。

在淮南， 所有成功捐献者全部被
评为淮南好人。他们中有全国、全省道
德模范，有中国好人、安徽好人，有优
秀志愿者、最美家庭、文明家庭，有向
善向上好青年、优秀大学生、优秀共青
团员……

2020 年 12 月 22 日，淮南市出台
《淮南市文明行为表彰奖励暂行办
法》，对成功实施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
愿者进行表彰奖励， 广泛宣传他们的
先进事迹。

一项项礼遇、一次次关怀，在全社
会形成尊崇文明先进、争当文明先锋、
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德不孤 ，必有邻 。 这些年来 ，淮
南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
库 ，捐献造血干细胞 ，挽救了一个又
一个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 为更多的
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 ， 传递着人间
的大爱真情。

题图上：2021 年 6 月 23 日，淮南
志愿者方文康成功捐献， 实现了 8 年
心愿。

题图下：张宝（中）向大学生宣传
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资料图片）

淮南市红十字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