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人好党员
优秀党员志愿者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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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
打游戏的时间，去做志愿活
动。“不仅仅是献血，各种志
愿活动，已经成为我的一种
生活方式。”刘伟栋说。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
发生后，刘伟栋第一时间找
到省红十字会，要求到救灾
一线开展志愿活动。当时，
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看到他
佩戴着“抗震救灾优秀志愿
者”奖章出现在病房时，伸
出拇指和食指，笑着说：“8
天 8 夜，你就是一个‘白眼
狼’。”

不过，他知道，母亲是
支持他这样去做的。因为，
他的乐于助人，正是来自母
亲的遗传。2013 年，刘伟
栋的母亲去世，去世前，她
签署了角膜捐献同意书，用
自己的一双眼角膜，帮助了
两个病人恢复视力。在母
亲的影响下，刘伟栋也签署
了角膜、器官捐献同意书。

在善良、无私的心灵驱
动下，他用他所能自由掌控
的身体，奉献给了需要帮助
的人。除了身体，如今，刘
伟栋还通过省红十字会，资
助一名山区的贫困中学生，
每月都会给她汇一些钱。

十年来，是什么支撑你
一直走在志愿者的路上？
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他的
回答很坦率，“做志愿是释
放工作压力的一种途径，我
不爱玩游戏、打麻将，通过
做志愿，可以把生活负能量
转换为正能量，在过程中收
获快乐。我只是发自内心
地 做 了 一 个 党 员 该 做 的
事”。

如今，志愿、公益已经
内化成刘伟栋生活的一部
分，犹如每天刷牙、洗脸，每
次到外地出差，他有自己的

“到此一游”标记，那就是献
一次血，以证明来过。

本报周口讯 他是一名有着
46年党龄的老党员。19年来，他
走遍20个省、200多个市县，收藏
红色文物2000多件，义务宣讲革
命先烈事迹300余场，听众达100
余万人次。他叫韩其功，今年68
岁，是周口市太康县国土局的一
名退休职工。昨日，老韩进行了
人生中的第307场红色宣讲。

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淌下，
68岁的韩其功用手背抹了一下，
继续干活。他和“老伙计”张金顶
把52块宣传展板一块块抬到三轮
车上，用绳子捆好，从家运到1里
多外的太康县人民广场。从昨日
早上5时开始忙活，一切摆放停
当，已快7时。此时，韩其功和74
岁的张金顶已经汗流浃背。

这样的行程，韩其功已走了
19 年。自 1997 年起，每逢“五
一”、“七一”、“八一”、“十一”等节
日，他都会把自己精心制作的红
色宣传展板，图文并茂展示给大
家，详细讲解老一辈革命家的丰
功伟绩及重大历史事件。

10多年来，韩其功骑坏了6
辆自行车，更换了2辆电动车，讲
解用的电动喇叭烧坏了5个，宣讲

展板从黑白木板到玻璃框、到彩
色喷绘、再到钢管焊接支架喷绘，
每年要更新四五次。

1997年第一次宣讲时，韩其
功只有 200 件藏品，两三块展
板。现在，他的藏品上万件，展板
有100多块。

为了办好纪念建党95周年宣
讲，他新增了光辉的历程、从“一
大”到“十八大”、“一大”召开时的
58名党员、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
5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国
历史上著名的7位女烈士5个方
面的内容计30多块展板。

昨日上午9时，群众渐渐多了
起来，韩其功开始宣讲。他声情
并茂地讲述共产党95年的光辉历
史，令人心潮澎湃。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及秋瑾、江姐等女烈士的革命
事迹，让人热泪盈眶。

时空荏苒，一转眼已快20年，
韩其功已然把红色宣讲、传递正
能量当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
要我还走得动、讲得清，我就会一
直宣传下去！”他洪亮的嗓门里，
发出这句铮铮誓言。

本报讯 昨天中午，河南博物院
西配楼“大象中原——河南古代文
明瑰宝展”展厅内，没有外面天气的
燥热，沉静的青铜器、甲骨文等展物
中间，游客挪着脚步，专注倾听着党
员志愿者冯勇的讲解。他语速不紧
不慢，却让大家坐上时光飞船穿越
到3000多年前的商朝。

37岁的冯勇是省直党校主讲
法治的讲师，中午趁着休息时间赶
来做志愿服务。算起来，从单位到
河南博物院这条约七百米的“两点
一线”，他走了11年，最初做志愿
者时刚工作尚未结婚生子，如今女
儿已经上小学二年级。

女儿从两三岁开始，就常随父
亲到博物院，以至于有次孩子被问
起来爸爸是做什么工作时，她脱口
而出：“我爸爸是志愿者！”乐得冯勇
一阵大笑。因耳濡目染，女儿谈起
博物院的知名文物如数家珍。

冯勇的微博头像是一个石辟邪
图片，这也是他最早与博物院结缘
的“信物”。1998年，上大学时他第
一次来博物院参观，一待就是六个
小时，痴迷得连中午饭都没吃，感叹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让他惊
讶的是，西汉展厅里一件石辟邪文
物他看着很眼熟，听讲解员一说原
来出土于许昌，正是自己上小学时
一路之隔的老许昌博物馆院里的文
物，当时卧在杂草丛中，他和小伙伴
还骑在上边玩过。

文物逐渐受到珍视让冯勇感
慨万千，也萌生了想为此做点事情
的念头。2005年，博物院进行陈
列调整向社会征求意见，冯勇带着
两页建议书参加了公众座谈会，在
一位志愿者大姐的提议下，报名入
选为志愿者。

“志愿服务给了我除家庭、工
作之外的另一片天空，让我有很多
新的人生体验。”在博物院志愿者
之家荣誉架上，珍藏着三张冯勇获
得的证书：省第六届讲解员大赛志
愿者组一等奖、第二届河南省金牌
志愿者、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宣讲大
赛志愿者组三等奖。

现在，冯勇还是博物院志愿者
团队副秘书长，负责博物院志愿者
团队微博运作。尽管没有加V认
证，但粉丝已经超过六千人。

冯勇认为，志愿者讲解员的作
用就是通过对历史文物的导览，让
观众不再走马观花，而是进入背后
博大丰富的世界。他最不希望听
到游客询问某一件文物值多少钱，

“因为每一件文物身上都有其独特
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都要当做
无价之宝对待”。

在展厅采访即将结束时，一位
年轻志愿者迫不及待地把冯勇拉
到一边，请教起最新的“九大镇院
之宝”解说词，这周日他们要为新
一批志愿者宣讲。

本报讯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红色的不仅有玫瑰，还有鲜血。对于
郑州铁路局郑州机务段火车司机刘伟栋来说，赠人以血，心有所成。
2006年至今，他献血达30多次，共计四万多毫升，被称为“献血哥”。在
献血与相亲对象之间，他依然选择前者。不仅献血，如今，作为一名年轻
的中国共产党员，做志愿活动，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 刘江浩 见习记者 梁新翠 文图

10年来，献血32次

火车司机刘伟栋，今年31岁，
有三条最熟悉的路线，一条是熟悉
的轨道路线，一条是回家的路，还
有一条就是去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站的路线。

每天，他开着火车，在轨道上
一路飞奔，驶向远方，颇为快意。
跳下火车，脱下制服，操纵上千吨

“大铁疙瘩”的他，立马变成柔情似
水的汉子。

“献血哥”来了。每次走进省
红十字血液中心站，护士们都这样
热情地招呼他。

“最近开火车碰到什么好玩儿
的事？”“对象找到了吗？”躺在床
上，“献血哥”刘伟栋，总是要应付
护士们的“盘问”，其实，他很享受。

不过，他更享受的是看着自己

血液里的血小板，被分离出来。
躺在床上，有时他似乎进入梦

境，自己正驾驶火车，飞奔在铁轨
上，火车不断提速，体内血液也加
速奔流而出，铁与血，不断交织，这
场景时常出现。

“知道自己的血液能够流淌进
需要的人身体里，很有成就感。”刘
伟栋说，这些年，他把身体里最柔
软的部分，给了那些他不认识的
人，这一给就是十年。

2006年，他挽起衣袖，加入献
血队伍。在十年时间里，刘伟栋献
血 32 次 ，折 算 总 献 血 量 已 达
42100毫升，相当于7个成年人血
量总和。最多的一年献血12次，
合一个月一次。

因为献血，相亲对象吹了

作为一名献血“专业户”，刘
伟栋却因为献血太过频繁，错过好
几个相亲对象。

两年前，同事给他介绍过一个
对象，初见面，双方印象都不错，但
是，女孩得知他献血频率这么高
时，就要求他以后不要献血。

“可以谈，但不能再献血。”纠
结之后，刘伟栋放弃了，“我可以接
受我的爱人不献血，但是，她不能
阻止我。”他说。

有这次经验教训后，以后每次
相亲时，他都会提前告诉对方，他
是一名献血志愿者，但是有时往往
得不到女方的支持。对于他曾经
一个月献血一次的“疯狂”行为，身
边有人劝他，没有钱拿，对身体也
不好，怎么那么傻呢？

每每及此，他都会耐心地解
释，献一次全血，需要三个月时间

恢复，而他所献的成分血，采血后
1-2个星期，身体就能恢复到采前
水平。

什么是成分血呢？简单来说，
成分血包括血小板、血浆、红细胞
等，是从全血中分离出来的更精华
的部分。刘伟栋笑着打比方，就是
米汤跟米油的关系。在病房中，成
分血比全血更为短缺。工作调休
时，刘伟栋会到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站，花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用离
心机采血小板。

如今，在他的小臂肘内侧，布
满一个个细密的针孔，每个针孔都
记录着他的一次奉献。手中握着
火车闸把的他，从实习生，到副司
机，再转成司机，工作原因，要保持
足够精力安全行车，没有太多时间
献血，但是，目前他仍保持一年三
次左右的献血频次。

做志愿活动
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只要我还走得动、讲得清，
我就会一直宣传下去！”

68岁老党员红色宣讲19年，听众超过100万

□记者 于扬 通讯员 郜敏 文图

做志愿者11年
连女儿对知名文物也如数家珍

□记者 张丛博 文 李康 摄影

郭亚明是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
来的中层管理人员，参加工作二十年
来，从业的单位性质变了、工作的专
业领域变了，但他正直善良有担当的
做人信念没有变、务实敬业能创新的
工作理念没有变、严己宽人做表率的
党性原则没有变。

每次临危受命接受任务，他总是
能“啃下最硬的骨头”。在宁陵收费
站，他顶住巨大压力争取驻地公安机
关积极配合，在六个月的通行秩序治
理期间行政拘留不法司机。在永城

收费站，他联合省界路政超限站和交
警检查站，解决了两家特大型煤炭企
业运输车队和绿色通道车辆在收费
广场的通行秩序问题。

长期工作在外、看望被资助的孩
子，郭亚明说，自己对父母妻女满怀
愧疚。不能经常陪伴父母，也会忘掉
家庭的重要纪念日、忘掉女儿生日。

资助过多少孩子，花了多少钱，
他自己也没算过。“我是一名共产党
员，做事要对得起良心，要踏踏实实
做人，认认真真工作。”郭亚明说。

如果没有遇见他
这些孩子可能走不进大学

□记者 田园 文图

本报讯 如果没遇到他，小霞和小方很难想象，还能有迈进大学校门的那天。
小霞是一名孤儿，跟着有轻微智障的叔叔相依为命。小方的家庭同样困

苦，父亲因工地事故瘫痪卧床，母亲常年有病，姐弟三个都在读书。
两个孩子的困苦让他潸然泪下，2010年开始，他决定为孩子们“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
他，就是连霍高速豫皖收费站站长郭亚明，是一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中层

管理人员，也是一位坚持扶危助困的共产党员，对毫不相识的孤儿和贫困学生
慷慨解囊无私资助，改变多名孩子的命运。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十年来，他献血四万多毫升
做志愿活动也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韩其功在给大家讲述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对于献血，刘伟栋说很享受这个过程。

郭亚明陪孤儿在收费站吃饭

他让枯萎花朵重新绽放
相识当天下午，越过院子里的垃

圾堆，郭亚明来到小霞的家,为她带
来了羽绒服、棉鞋，还给她铺上了新
被褥和电热毯。

在铺设电热毯的时候，郭亚明才
发现她家里没有通电。小霞衣着破
旧、全身在发抖，阴冷的墙壁上，还有
几处漏风的缝隙。

郭亚明叫上收费站的电工，忙活
半晌之后，已是晚上，这个房屋头一
次透出了灯光。

救人要救心，为了帮助小霞恢复

自信心，郭亚明只要给自己的女儿买
书本、学习用品、衣服时，都会给小霞
买同样的一份。一有时间，就带女儿
去陪她。

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4年后，
这位瘦弱自卑的小姑娘已变得落落
大方。

初中毕业后，小霞进入永城市职
业教育中心学习幼教专业。在决定
选择幼教专业之前，她对郭亚明说：

“我想成为和您一样善良有爱心的
人，帮助孩子们乐观开朗地成长。”

他助寒门学子开启希望

509分，这是永城市芒山镇的小
方的高考成绩。在迈进学校大门时，
小方从不敢奢想自己还有一天能上
大学。

2009年，小方的父亲因工地事
故瘫痪卧床，让家庭断了唯一的经济
来源，而家里母亲常年有病，姐弟三
个又都在读书。

2010年冬天，郭亚明在芒山镇
二中见到小方。小方骑自行车来学
校，没有手套，手背上是厚厚的冻疮，
瘦弱的身体在风中蜷缩。

郭亚明的心在颤抖，他要改变小

方的人生。虽然当时工资不高，但他
隔段时间就会拿出一笔生活费，让姐
弟几个能吃饱穿暖。

郭亚明发现，姐弟几个自尊心都
很强，怎么才能让他们安心接受资助
呢？后来，他想出个办法：安排他们
假期在收费站勤工俭学，以劳动报酬
的形式给他们现金补助。

在小方学业遇到问题时，郭亚明
对小方说：我们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
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
在这种不断的鼓励下，小方被河南一
所本科院校录取。

他总能啃下硬骨头

冯勇正在给游客讲解

他是普通的火车司机，却挽起衣袖，加入献血队伍，这一做就是10年，还用了别人打游戏的时间来做志愿活动；他是收费站站长，多年来坚持资助
贫困学子，花了多少钱，他自己也没算过……

人们常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一直坚持做却很难。可是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也在工作之余一直默默奉献、扶危助困。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的95岁生日。让我们走近这些时代的先锋，倾听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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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铁路局郑州机务段火车司机刘伟栋

周口市太康县国土局退休职工韩其功 河南博物院党员志愿者冯勇

连霍高速豫皖收费站站长郭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