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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伟，让私家车汇聚成爱心平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吉小平 文图

陈兴伟发现，起初大家偶尔 AA 几十元
聚餐一次，后来大家在周末平摊费用，开
车去贫困山区或困难家庭做爱心慰问。
一段时间后，大家获得了更大的心理满
足。
“ 每个人举手之劳的爱心，汇聚起来
可以帮助更困难的人，参与活动的大人
和孩子都从中收获了很多。”
陈兴伟说。

钱挣得了，更要花得好

陈兴伟和志愿者们给宜阳县山村小学捐赠的书籍

42 岁的陈兴伟是宜阳县红旗路社区的一名普通职工，也是洛阳市
公益顺风车宜阳分会副会长。近几年，这个顺风车协会从捎带过路乘
客搭乘，发展到定期爱心公益活动，协会汇聚成一个爱心互助平台。现
在陈兴伟手指一划，在手机上指挥着近 30 个顺风车团长，每名团长下
面拥有百人以上的团员，顺风车让数千人享受到出行的便利，陈兴伟也
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穷乡僻壤，大货车成免费出租车
“我以前开后八轮拉煤，经常路
过偏远的村子，给想坐车的老乡捎上
一段路很自然。”1998 年陈兴伟开始
当司机，常在青海河南两地跑车，一
干就是 15 年。陈兴伟回忆，他跑运输
常 经 过 穷 乡 僻 壤 ，以 前 通 行 的 车 辆
少，村民出行难，他看到有的村民站
路边向他招手求搭车捎带，每次都会
爽快答应。陈兴伟说，后来他在开车
途中路过村镇时，看到搭车的村民都
会停车问，是否需捎上一段路，这习
惯一直保持到 2012 年离开运输行业。
随着城市私家车的普及，2014 年
他和几个有过相同经历的司机有了
一个想法，
“ 让空驶的私家车为更多
的人提供方便”，洛阳市公益顺风车
宜阳分会（下称宜阳顺风车分会）也
在当年年底成立，陈兴伟任副会长。
宜阳顺风车分会成立后，也遇到
一些乘客的不理解。陈兴伟说，包括
自己在内的众多顺风车司机和搭乘
人联系时，都会准确约定搭车的时间
地点。
“ 一般我们会约定在搭车地点
等 5 分钟左右，如乘车人不来，司机会
等 10 分钟左右。”即便这样，乘客也会
不理解，觉得不等乘客是给乘客添了

麻烦。
“ 我们的顺风车司机都是在做
公益，自己也都有事等着要办，需要
大家互相体谅。
”陈兴伟说。

聚少成多，私家车变爱心平台
现在宜阳顺风车分会公益顺风
车司机已有上千人，他们把这些司机
组成 20 至 30 个团，每个团 100 多人，
每个团都有微信群，陈兴伟滑动手指
就能管理所有爱心司机。
陈兴伟介绍了拼车流程：团员就
是顺风车司机，会将出行信息提前几
小时或几天上报给各团队团长，团长
再将信息报给宜阳顺风车分会陈兴
伟，陈兴伟会将信息分门别类后报至
洛阳公益顺风车协会调度处，调度综
合洛阳各区县的公益顺风车信息，再
次分类后下发至各县市公益顺风车
分会。像陈兴伟这样的县分会负责
人，会把信息再分发至各个团长，团
长在自己的微信群发布。陈兴伟介
绍，这样的顺风车信息，每天早中晚
各分发一次，团员在工作之余，完成
了一条条公益信息的接力传递。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宜阳公益
顺风车分会汇聚的团员发现大家聚
集起来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巩义市供电公司
开展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专题教育
为全面学习贯彻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11 月 1 日，国网巩义市
供电公司邀请巩义市委党校教务科
科长、高级讲师孙爱党开展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专题讲座，该公司 60 多名
党员干部参加了学习。
在专题授课中，孙爱党老师围绕
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科
学内涵和主要内容、新形势下牢牢掌
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性、意
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基
本思路四个方面，对党员干部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意义、重要责任做
了全面解读。通过授课提高了党员
干部对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意义的认
识，为公司全面推进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据悉，巩义市供电公司抓好意识
形态工作的思路，增强做好意识形态
工作的主动意识和主体意识，建立健
全意识形态工作相关规章制度，分批
对全体党员开展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学习教育，全面提升党员干部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意识。
（柴进峰 谢治理）

“钱挣得了，不见得能花得好！”陈兴
伟说，他跑过运输、做过基建，在外面跑
过许多地方，哪里能挣钱就往哪里跑，
2014 年他又回到宜阳老家，成为社区居
委会的一名普通工作者。他发现做慈
善，
让手中有限的钱发挥了更大的效果。
2015 年年初，陈兴伟在网上看到宜
阳县赵保镇于沟村李兴伟家的困难情
况。当时他到李兴伟家，发现李兴伟是
残疾人，曾在采石场工作时受伤后胳膊
截肢，其妻是间歇性精神病患者，还有两
个幼子要上学。
“家里的负担很重。”陈兴
伟说，当时他家的低保没办理。随后，陈
兴伟立即组织团员开展爱心救助，捐钱
捐物，解决了李兴伟眼前的困难，然后由
熟悉低保流程的团员给李兴伟一家办了
低保，随后李的妻子也顺利送进医院治
疗。现在陈兴伟和宜阳顺风车分会的团
员还会定期去看望李兴伟一家，在重要
节假日送去慰问品。
2017 年春节过后，陈兴伟了解到宜
阳县锦屏镇马窑交通扶贫小学因地处偏
远，距公路和县城很远，学校设施简陋、
师资不足。陈兴伟利用顺风车协会的内
部资源，联系到洛阳市涧西区的天香小
学。此后，天香小学每年都会用面包车
拉去上千册图书捐赠给这所小学，还派
出体音美教师给孩子们上课，而陈兴伟
和他的团员们负责人员和物资的运送。

几年下来，本不算富裕的陈兴伟为
公益活动贴了不少钱，但他觉得自己的
钱都花到刀刃上了，
“ 做好事，感觉真
好”
，陈兴伟的话很实在。

做慈善，让我年轻了
“这些年我做慈善最大的感受，是
感觉自己年轻了！”陈兴伟说。以前东
奔西跑挣钱时，他感觉压力沉重，但自
从持续做公益后，他面对了更多的孩
子，和更多的弱势群体正面接触，让他
发现了自身未被释放的力量，从而慢慢
找到了自己的活力和生活的动力。
“咱不图吃不图喝、不图名不图利，
既然做就把事做好。”陈兴伟举例说，每
年高考时的爱心送考，参与的车辆很
多，不光是公益顺风车协会一家。
“人家
都是开着陆地巡洋舰、路虎这样的豪华
越野车接送孩子，我们都是很一般的
车，比阔比不过，但我们把工作做到了
更细处”，陈兴伟和他的队员们除了把
孩子们送到考场，还会了解到孩子们餐
饮、医疗和住宿等方面的需求。譬如对
吃饭困难的孩子他们会中午送去盒
饭。
“我们的团员中，从事各行各业的人
都有，干餐饮的提供一些盒饭也不值
啥！”陈兴伟说，他们做爱心活动，一定
程度上已经获得了广告效应。
这些年陈兴伟和他的宜阳顺风车
分会所有的信息沟通都在微信群，团员
中经商的人很多，但大家却没有在群里
发过自己的广告。
“事情做好了，自然就
会有回报。
”陈兴伟坦然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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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游客买错车票 洛阳铁警热心帮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曼 通讯员 杜雅琳 徐永华
本报讯 11 月 6 日 17 时，两位外籍
旅客在高铁郑州西站站前广场上焦急
地徘徊。正在值勤的洛阳铁路公安处
民警张迈爽发现后，立即上前用英文流
利地询问两位外国友人情况。
两名游客来自德国，原计划去登封
旅游，联系好有导游接车。下车后，两
人不仅没见到导游，手机也无法在国内
使用，他们又不会说中文。了解到情况
后，张迈爽拿出自己的手机帮他们与导

游联系，才得知因为上海和郑州的旅行
社沟通出现问题，误以为郑州东站和郑
州西站是一个高铁站，买错了车票，导
致两名外籍旅客下错了车站。情况问
清后，民警告诉接车导游他们所在位
置，并安排两名外籍旅客到候车室安心
等候，
最终帮助他们成功与导游会合。
中国民警的热心帮助，深深感动了
两名外籍游客，他们一再表示感谢，对
帮助他们的民警竖起了大拇指。

“放管服”
改革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民生效益
“以前办理用电户，漏一个证件都
专业化“管理”促升社会效益 只有
白跑一趟，现在只要有个证件，就可以
公平、公正的用电市场，才能切实维护
办了。”10 月 30 日，夏邑县胡桥乡吴楼
社会和人民的合法权益，该公司坚持营
村的村民杜平平提交了新增用电申请， 造公平用电环境和促升社会效益并重。
“只要在家等着，电工很快上门把电装
品牌化“服务”保障用电需求 注重
好了”。实施“放管服”改革以来，夏邑 “国家电网”品牌效应，通过党员服务
县供电公司不断探索持续改进，供电服
队、青年志愿者等载体，充分发挥先进
务质量稳步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民
模范作用，为社会用电提供优质高效的
生效益。
供电服务。
“开放”化办理降低准入门槛 实施
夏邑县供电公司正以
“人民电业为人
“放管服”改革后，为了方便用户办理用
民的”
宗旨为指引，
积极开拓进取，
不断创
电业务，夏邑县供电公司在业扩报装上
新发展，一步一个脚印服务经济社会和
持续改进。
人民群众的用电需求。 （丁照钦 侯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