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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心：“群众有难事儿，希望我能帮上一把”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我们的
“家庭擂台赛”

刘学良

父亲刘惠庭在家排行老三，出生于武强
县西刘家堤村。在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
产党，当时17岁。他以教书作掩护，发动群
众筹措军粮、参军支前，使我们村成为支前模
范村。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几个人民公
社任职，带领社员深翻土地、除草灭荒、繁育
良种，是有旗必夺的“拼命三郎”。

父亲留下一个家规：“干事就要干出个样
子，咱不缺胳膊不少腿，凭什么落在别人后
边？”这种永不服输、永不言弃的精神时刻影
响着我，“事必争先”成为我工作的标尺，并成
为我们的家风，一直传承至今。

妻子刘彩霞 3 岁时因脑炎导致下肢瘫
痪，左上肢也因此不再灵便。她天生一副倔
脾气，从不因为自身缺陷而自怨自艾，还以积
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事事不服输，不仅自学了
小学至高中的全部语文课程，还自修剪纸艺
术。1986年我们结婚之后，家父的事迹时常
被我提起，也深深感染着她。有一天，她郑重
地对我说：“咱们搞个内部比赛，看看谁先攻
下省级报刊吧。”我们的“家庭擂台赛”就此
开始。

“我业余搞通讯报道已有几年，也算是小
有成就，还比不过你一个没进过校门的‘业余
选手’吗？”看她那个认真劲儿我不禁笑了，但
事实证明是我小瞧了她。读名著、翻字典、做
笔记……每天都学习、写作到深夜，看她那么
刻苦，我也不敢怠慢，一有空就下去采访，捕
捉有价值的新闻。

寒来暑往，妻子的两篇小说和5幅剪纸
先后被辽宁的《文学之友》《鸭绿江》和河北的

《青春岁月》刊登；我也小有成绩，5篇通讯报
道被《河北日报》《河北科技报》《河北人口报》
采用。看着寄来的样报，妻子并没满足：“质
量还有待提升，今年比看谁的作品能获奖。”

看到妻子的坚持，我只好奉陪，暗下决心
增加平时看书时间，一篇稿子写成后定要改
上多遍，直到满意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妻
子的一幅剪纸被《文学之友》刊于封底，并获
得“蓓蕾奖”证书；我的一篇稿子也荣获《衡水
日报》“白龙奖”一等奖。

兴奋过后，妻子立马又有了一个新的更
大的目标——冲刺省级大奖。为此，我俩都
铆足了劲儿。终于，我的一篇通讯报道荣获

“河北好新闻”一等奖；妻子的剪纸作品荣获
“河北省民间美术展赛三等奖”，受到省文联
奖励。看着我的证书，妻子很是为我高兴，从
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仍旧不会服输，还要
继续创作出质量更高的作品。

我和妻子的“持久战”慢慢影响到了女
儿，她表示也要加入到我们比赛的行列。

2001年，女儿刘笑扬刚满8岁就要跟我
开展厨艺比赛，看谁做的饭菜好吃，几次比赛
下来，培养了女儿做饭的兴趣和自立的能力；
在学校参加完学雷锋活动，回到家又跟我开
展做好事比赛，这也让女儿从小就能为他人
着想、乐于帮助他人……

“家庭擂台赛”使我们收获满满，各种奖
杯、奖牌摆满了书橱，这些都是我们家风的见
证，也是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共同努力的
结果。

如今，我和妻子虽然已是花甲之年，但我
们的擂台赛却没有结束。我俩加入饶阳县阳
光志愿者协会，为志愿服务事业奉献余热，在
继续拼搏的道路上赓续好家风、再创新佳绩。

（作者单位：饶阳县文明办）

邢台市任泽区

特色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搭建党群“连心桥”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杨永丽 记者刘

冰洋）冬日的暖阳照在身上，老人们围坐桌
前，聊着身边的变化；不远处，热腾腾、香喷
喷的大锅菜正在熬制，笼屉上大馒头飘着
香味；理发室里，义务理发员一边唠着嗑一
边为老人理发……日前，在邢台市任泽区
辛店镇双蓬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每
月一度的“和合孝老大食堂”里，村里 65 岁
以上的老人们聚在一起，其乐融融，温馨
和谐。

作为任泽区的特色党员志愿服务项目，
双蓬头村“和合孝老大食堂”办得有声有色，
参与活动的志愿者队伍也从最初的十几人壮
大到如今的300多人。每月农历十九，村里
都为老人们提供孝心宴、义诊、文艺演出等服
务。双蓬头村还连续举办了六届道德模范评
选，在全村党员干部群众中形成了比、学、赶、
帮、超的良好氛围。

今年以来，任泽区通过组织共产党员广
泛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在全区建立以共产党
员志愿者为中坚的志愿服务体系，动员广大
党员、干部、志愿者组成53支党员志愿者服
务队，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多
形式搭建党群“连心桥”，常态化贴心服务群
众，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红心阿姨，您看我们的灯好看不……”12
月26日，沧州市区一家灯具店里，30岁的凯华
（化名）正和哥哥一起，向王红心介绍着店里的
商品。看着他们高兴的样子，王红心满脸欣慰。

年少时，凯华和哥哥曾分别因盗窃和抢劫
被收容教养、入狱。如今，在王红心的帮教下，
他们已经融入社会，结婚、创业，生活步入正轨。

今年53岁的王红心是沧州市公安局政治
部四级高级警长。从警 30 多年来，她先后帮
教、挽救失足青少年 200 多名，帮助贫困学生
500多人；担任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300余
次走进学校为学生作法制安全、爱国励志等方
面的教育报告。

王红心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成立了“红
心志愿服务队”。入狱服刑的李梅（化名）家里
三个孩子无人照看，这两天她要去帮助孩子收
拾整理房间；今年协调帮助解决户口的沧县孤
儿兄妹，虽然已经有学上了，也要抽时间去看
看；天冷了，流浪老人的过冬取暖问题，她和志
愿者反复商量……

无人赡养的老人、看不起病的孩子、无人照
管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年，他们带着各种各
样的困难，进入王红心的生活：没有户口、没有
房子、找不到工作、积案上访……王红心以千般
耐心，一个一个拆解着人生的乱麻，“群众有难
事儿，希望我能帮上一把。”

“红心志愿服务队”成立11年来，志愿者从
最初的30余人发展到现在的3000余人，“得到
红心的无私帮助，又想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前不久，64岁的沧州市公安英烈家属马淑会也
走上了志愿服务之路。

由于工作调动，王红心离开了基层岗位。
她谋划着用更多的时间，探索接地气、冒热气，
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党课形式，发挥全国
道德模范宣传员作用，让党的声音走进千家万
户。同时，带动更多的人把爱心传递下去，坚持
开展关乎青少年成长、关乎困难群体帮扶的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

明德惟馨 德行天下
——新年前夕回访我省部分道德模范

编者按 他们是群众身边的道德模范，是曾经见诸报端的先进典型。在即将过去的2021年里，他们一如既往地无私奉献、服务社会，多少爱心善举

留下感动、传递温暖。展望2022年，他们又有哪些爱心愿望，作为道德楷模又将如何释放更多光和热？日前，记者对部分道德模范进行回访，了解他们的

近况，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爱心坚守的力量和源泉。希望新的一年里能有更多的人，像他们一样汇聚爱心善举，传递温暖能量。

“我在公司上班呢。”12月29日上午，记者
拨通了吕保民的电话。在工作间隙，他和记者说
起了一年来的工作和生活。

吕保民，无极县无极镇东中铺村的一名普
通村民，被称作“生在市井，未曾放下心中豪情”
的平民英雄。

2018年9月8日，东中铺菜市场发生一起持
刀抢劫行凶案件，面对持刀歹徒，吕保民挺身而
出，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身中5刀，经过两次手
术才脱离危险。他获得了河北好人、河北省2018
年度优秀退役军人、中国好人、感动中国2018年
度人物、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当时谁遇上都会冲上去。”在吕保民看来，
当时的事就是一桩寻常小事。

上次采访吕保民，还在两年前，他把卖鸡蛋
的摊位转让了，在家照顾生病的父亲。父亲去世
后，他在县城一家建筑公司找了份工作。

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他的内心没变，
“咱不是啥名人，但不管是在村里还是在公司，
大家都信得过我。有了那么多荣誉，就得发挥好
模范带头作用，遇到事儿咱就得做好表率。”

学习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是最
近吕保民最重要的工作。“我是一名党员，有义

务宣传好全会精神。”在宣讲会上，他深入浅出
地讲解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并
结合自己参军报国、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的经
历，引导大家以身边人为榜样，争做崇高道德的
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
者，并鼓励年轻党员传承接力，把家乡建设好。

“永远当好人做好事”，是吕保民最大的心
愿。即将迎接新的一年，他仍保留着这份初心，

“希望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更多人当好
人、做好事。”

吕保民：永远当好人做好事
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12月28日，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研究员、
李保国的爱人郭素萍再次来到内丘县岗底村。
和她一起来的，还有省农业农村厅葡萄创新团
队的两位专家，到村里调研果品产业，探索开展
葡萄山地种植新模式。

考察气象、土壤、水文等自然环境资源，调
研苹果、核桃、板栗等果园生产建设情况，询问
果品对外销售情况，虽然山上温度降至零下，但
调研团队一行的心里却热烘烘的，“这片比较适
宜葡萄产业发展，预期经济效益可观。”

调研结束回到房间，温度只有10摄氏度左
右，郭素萍开开电暖气、灌好暖水袋塞进被窝
里，“上次跟朋友视频，问我为啥在屋里还穿羽
绒服。山里冷，进屋习惯穿厚点儿。”

大冬天的，咋还这么忙？面对记者的疑问，
郭素萍解释，“一年四季，果树生长有周期，每个
时期都有相应工作任务，冬天需要修剪，为明年
更好开花结果打基础。”就是这样，一年近300
天，郭素萍不是在果园里，就是在路上，邯郸、石
家庄、保定、承德、张家口、唐山等地都有她忙碌
的身影，接待果农技术咨询、指导果农技术，仅
今年至少服务1000人次。她常说，“保国虽然
走了，但我们还得继续把科技和富裕带给更多
农民。”

今年7月，郭素萍入选第八届河北省道德
模范，获得“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在 9 月举办的一次水果种植现场观摩会
上，郭素萍不小心摔了一跤，导致腿部一处骨
裂。医生建议多休息，但她停不下来，“以前
解决的是产量问题，现在要不断提高品质。拿
到市场想有竞争力，要安全，也要好看、好
吃，那就需要不断创新技术，督促着我们要一
直往前走。”

郭素萍计划，元旦过后，再去前南峪村走一
走，对现有资源进行一次彻底摸排，改种优质品
种，将示范区进一步做大做强，提升果园景观观
赏价值，“要尽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把园区
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排头兵、领头羊。”

郭素萍：把科技和富裕带给更多农民
河北日报记者 桑 珊

“参与志愿服务工作既是‘助人’亦是‘自
助’，既是‘乐人’也是‘乐己’；参与志愿服务工
作不仅是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更是在传递爱
心和传播文明。”12月25日，在秦皇岛市北戴河
区道德模范志愿服务队成立10周年的活动上，
未淑云在台上充满感情地讲述着自己从事志愿
服务的初衷。

“我从小家庭贫困，是党和政府给了我幸福
的工作和生活。”今年69岁的未淑云是秦皇岛
市北戴河区住建局的退休职工，为了感恩，她每
个月省吃俭用，把积攒下来的钱捐献给最困难
的人。

未淑云至今还记得她第一次捐款时的情
形。那是 1984 年，当时北戴河开办第一所幼儿
园，未淑云看到设施比较简陋，主动捐出了自己
近两个月的工资。在此后的岁月里，她对幼儿园
的捐款从来没有间断过，捐款对象也由幼儿园
扩大到家庭贫困的小朋友。

谈到成立志愿服务队时，未淑云表示，之前
就一直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从事志愿服务活动。

“2011年，北戴河区文明委建立了一支道德模范
志愿者队伍，我被推选为队长，从那以后，我觉
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志愿服务队成立后，未淑云把自己的精力
全部投入其中，她积极带动身边的志愿者参与
环境整治、关爱弱势群体、疫情防控、拥军优属
等志愿服务活动。她经常对身边人说：“奉献使
人快乐，助人让人幸福。”

“今后我们一定还会用自己的热情，去
看、去学、去做，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
展望未来，未淑云对志愿服务工作充满信心，

“希望带动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为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

“在望都生活40多年，我对这片土地和这
里的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党和国家的命
运，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爱党爱国爱人民，就
要努力成全她的美好。”12月24日，望都县妇联
组织全县200余名妇联干部和妇女代表聆听望
都锦秀影城总经理邝秀兰的宣讲报告。

邝秀兰常说，“多为社会作一些奉献，既是
责任也是担当。”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30多年来，邝秀兰爱心助学、教育扶贫，在这条
公益路上，初心不改。先后资助300多名贫困学
生，义务抚养30多名孤儿，义务赡养10多个孤
寡老人，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并为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扶危助困捐款300余万元。

今年11月，邝秀兰荣获第八届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她的事迹和精神也成为全县党员干
部的“移动红色加油站”。自11月该县开展第
八届道德模范宣讲活动以来，邝秀兰结合自身
扶贫帮困行动，先后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
乡村巡讲，每天宣讲最多达到 3 场，直接受众
7000余人。

在邝秀兰先进事迹巡讲活动的影响下，望
都县妇联成立了以邝秀兰为主要成员的“巾帼
志愿宣讲团”，结合宣讲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带领更多妇女党员为群众办实事。

生活困难的黄俊茹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
活，邝秀兰承担了黄俊茹两个孩子的全部读书

费用，还先后拿出7万元鼓励、帮助她发展农产
品种植。“她的家庭农场渐渐有了起色，今年又
扩大了种植规模，不但自己脱了贫，还为更多村
里留守妇女提供就业岗位，从受助者转变成助
人者，将爱心继续传递。”邝秀兰欣慰地说。

2018年，邝秀兰当选为望都县慈善协会会
长。“今年母亲节组织志愿者看望慰问了19名
百岁老人，为她们送上暖心的祝福。”邝秀兰说，
目前已为全县400余户贫困家庭精心采购了大
米、油、羽绒服等生活物品，计划在2022年春节
前后分10个志愿组，对全县143个行政村的重
点贫困户进行逐一慰问，送上温暖。

“暖冬行动 关爱环卫”“百万书包助爱心
公益活动”“贫困儿童募捐活动”……这些在河
北、陕西、贵州等地开展的公益活动中，都能发
现卢岩伟的身影。

卢岩伟是文安县大围河乡中邹村的一名从
事个体经营的“80后”。2017年，他在文安县发
起成立了“企业家大系统商会联盟”，鼓励商家
修建爱心公厕80余座，在服务广大消费者的同
时，也为商家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为引导更多人参与公益行动，卢岩伟和团
队经常组织开展助学、助农等各类公益活动，公
益足迹留在多个省份。卢岩伟介绍，团队成立以
来，和县妇联组织扶贫教育基金为特困学生送
温暖，和民政局携手为孤寡老人送温暖。目前，
县城内已有200余家新老商户参与。

2020年2月，因探亲滞留武汉，他组织160余
位企业家临时成立“大系统爱心公益联盟”，每天
开车奔走于武汉各大超市之间，先后为20支支援
湖北医疗队服务，累计为2000余名医护人员做后
勤保障，被称为医疗队的“后勤兵”。

今年7月，卢岩伟被评为第八届河北省道
德模范。刚获得荣誉的他，听说河南省连降暴雨
引发险情，再次挺身而出，第一时间联系当地

“大系统爱心公益联盟”的朋友和慈善机构，开
上陪他一起在武汉战斗56天的商务车，深入河
南安阳抢险救灾第一线，为灾区筹集善款近10

万元，运送4组发电机组、500床夏凉被等物资，
用实际行动为灾区人民点亮一束光。

2020年开始复工复产后，卢岩伟成立了一
家专门赋能互联网大数据的公司——店福团平
台，8个月时间，为实体门店解决客流量1000万
人次，带动消费数十亿元。

“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为家乡招商引
资，致力为家乡打造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服务
于文安，服务于社会。”卢岩伟表示，“扶贫济困、
汇聚正能量，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会尽
己所能，扩大影响范围，将爱心传递出去，为更
多有需要的人点亮希望的光。”

（本组报道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卢岩伟：为有需要的人点亮希望的光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邝秀兰：将爱心接力棒传递下去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未淑云：带动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王红心给学生们讲党课王红心给学生们讲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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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素萍郭素萍指导苹指导苹
果树冬季修剪果树冬季修剪。。

未淑云在做志愿服务未淑云在做志愿服务。。

邝秀兰邝秀兰（（右四右四））助助
力贫困户脱贫力贫困户脱贫。。

卢 岩 伟 参 加卢 岩 伟 参 加
爱心助学活动爱心助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