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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人是
文化名城的特色，
那么，“好人”就应
该是文明城市的底
色。因为从本质上
说，文明城市就是
道德城市、就是好
人城市。

近年来，“洛阳
好人”就像雨后春
笋般涌现。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获得
者“ 兵 妈 妈 ”乔 文
娟、省道德模范杨
奎烈、全国优秀检
察官程建宇、孝心
老人裴文学，还有
跃身激流救起落水
者的16岁少年周帅
杰、捡到钱包后，手
拉手保护现场的 5
名小学生、每年高
考期间，免费接送
考 生 的 2000 多 名

“爱心送考”出租车
司机……仅今年以
来，洛阳市文明办
整理上报的“洛阳
好人”就达20多位，
被中央文明办列为

“中国好人”候选人
的“洛阳好人”达14
位，而经媒体报道
过的“洛阳好人”就
更是高达百余人之
多。“洛阳好人”成
为洛阳一道亮丽的
风景。

“帮助他人”是
一种担当。洛阳小伙刘永银面对摔倒
老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扶”！在刘永
银看来，扶起了老人其实也是“扶起”了
自己。被网友称为“中国好肩膀”的新
安县龙潭峡景区职工郭小明认为，自己
不过是做一件别人都能做的小事情而
已，真的微不足道。而对见义勇为好人
徐青春来说，帮助他人不过是“纵身一
跃”那么简单。

“信守承诺”是一种力量。裴麦闹
老人为了一句承诺，背靠青山，以天为
被，以地当床，默默为13名无名烈士守
墓45年，他是在尽责。替人代购彩票中
得大奖并在第一时间归还当事人的诚
信好人张老二觉得“不诚信那是比死还
要难受的事情！”

“崇德尚礼”是一种追求。伊滨区
寇店镇杨裴屯村64岁的胡宏顺把免费
接送老人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
先后换了3辆车，接送老人不间断，学习
雷锋18年。在他的车上醒目地张贴着

“服务老人、小孩、残（疾）人免费车”字
样。18年来，他记不清免费接送了多少
位老人，他是乡亲们眼中的“好人”，但
面对大家的夸赞，他却当成了一种习
惯：“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做点好事
儿。”而对助人为乐好人曲拥军来说，高
尚其实就是实诚，就是善良！

德不孤，必有邻。洛阳好人好事，
一段段、一件件、一串串。以上只是我
们在众多“洛阳好人”中选取的几束亮
丽的花朵，而更多的“洛阳好人”在社会
上在工作中在生活里在人群间，也许就
是您、就是我、就是我们大家！

洛 阳 城 里洛 阳 城 里 多多

2014 年 5 月 21 日，伊滨区诸葛镇
道湛社区，十多个显眼处贴着一张告
知：当年我儿子面粉厂倒闭，欠乡亲们
不少粮食，粮食都是大伙儿用血汗换来
的，作为父亲我愧对父老乡亲，现在我
已筹来钱了，请大伙儿前来领取……

事情要从 20 多年前说起。1993
年，王月申的儿子王会武在诸葛镇接手
了一家面粉厂，乡亲们纷纷把自家小麦
存到这里，需要时来换面粉。因经营不
善，厂子只维持一年便倒闭了，拖欠了
150多位乡亲们的存粮，价值数万元。

身背债务的王会武到外地打工挣
钱，劳累加上心理压力过大，落下一身
的病，收入勉强够支付医药费。他对王
月申说“还不了债没脸回老家。”

儿子欠的债成了王月申的心病，
他觉得自己直不起腰，见了人都绕着
走……“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活着。”

他横下一条心，有生之年一定要直起
腰杆子——替儿还债！

白天搬石头，晚上去石灰窑打工，
他瞅空儿就去找活干，钱一分一分地
攒，可是，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父
母年迈常年患病，自己还要养活两个孙
女，老伴儿又患上了脑梗……在这期
间，弟弟中年早逝，撇下的侄女、侄子他
没能好好照顾，这让他至今想起来“心
就像刀割一样”。

平常能省的钱他都省了——最爱
喝的羊肉汤，基本上戒了，即使偶尔买
上一碗最便宜的，也是拎回家兑上水，
和老伴儿俩人尝尝味……

20 年，在“替儿还债”的信念中，王
月申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今年 5月初，王月申突然拿着账本
找到社区，他终于攒够了还乡亲们的
钱。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感动之

余大力支持。经商量，他们按王月申的
要求“不能按照当时的价格算，不能让
乡亲们吃亏”，价格比照现在的市场价，
定为：面粉每斤0.7元，麸子每斤0.4元。

“老人讲信用、有骨气，这钱我不要
了！”王保森曾在王会武面粉厂里存了价
值185元的小麦，当钱送到他手里时，他
一边说，一边当场把欠条撕掉了。

“他就算不替孩子还这个账，也没有
人会说闲话。很多人都认为要不成了，
就没有再打算要。没想到20年了，王月
申还想着这件事儿。”村民张立鹏说。

对于这些主动不要还款的好心人，
王月申说他很感动，心意他领了，但欠
的钱一定要还，这样他觉得自己才能彻
底直起腰来。

“王月申讲诚信，能做到这份儿上真
不容易，他的做法让全社会的人都很感
动。”50岁的道湛社区居民牛景斌说。

5月1日18时21分许，老城区邙
山镇营庄村一住户用火不慎引发液
化气罐着火，在距离房屋五六米远处
就能闻到浓浓的液化气味，厨房内浓
烟弥漫，液化气管口不断喷出1米多
高的火焰，如不及时控制造成火势蔓
延，极有可能将整个厨房引燃并致罐
体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洛阳消防支队西工大队车站中
队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为避免意
外，洛阳市消防支队车站中队战斗

二班班长王玉北主动请缨，不顾自
身危险，没有丝毫犹豫，迅速抱起这
枚“定时炸弹”冲出火海……

火焰被扑灭了，火情被控制了，
“抱火哥”的名字也不胫而走了。

“消防兵是和平时期‘战斗’最
激烈的岗位，锻炼出硬功夫，才能打
胜仗。”王玉北是这样说的也是也样
做的，无论寒暑，每次出警他都冲锋
在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他在浓
烟滚滚的烈焰中，在房屋倒塌的废

墟中，面对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生
与死的考验，他一次次冲锋在前，用
实际行动证明着：青春无悔，生命无
悔！今年以来，王玉北参与火灾扑
救和抢险救援 400 余次，救出被困
人员 100 多人，在洛阳市 2013 年

“7·19 营救被大米埋压女司机事
故”、“11·21 工人坠入 15 米深坑事
故”，2012 年“3·14 氯气泄露事故”
等灭火救援过程中，一次次展现出
过硬的素质、顽强的作风、无私奉献

的精神，为顺利完成灭火救援任务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火热的训练场上，他刻苦训
练，以身作则；在灭火救援的危急时
刻，他挺身而出，不畏牺牲；在人民
群众最需要的时候，他不辱使命，奉
献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王玉北用
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满腔热
血，努力实践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书写了一首新时期消防
战士壮美的时代乐章。

7 月 23 日 4 时 30 分，当整个洛
阳城还沉睡在夏日的清晨里，老
城区中州路九龙鼎到定鼎路口路
段，39 岁的郭春梅紧握着自己设
计的大扫帚，又开始了新一天的
工作。

19 岁那年，因为工伤，父亲提
前退休，“干环卫没有啥丢人的，城
市干净了，心里自然舒坦了。”父亲
劝说女儿。一开始，郭春梅极力反
对，最终还是走上了环卫岗位。起
初，郭春梅觉得面子挂不住，上班前

“全副武装”：戴上口罩、帽子，生怕
熟人看见。

19 年，她身边的同事换了一
批又一批，但郭春梅始终没有离
开过自己的岗位。2005 年局里考
虑给郭春梅调整工作岗位，她却
婉言谢绝：“我在马路上干顺了
手，干别的恐怕不适应，更舍不得
朝夕相处的姐妹们。”她在工作中
积累了许多经验。原来环卫工人
扫地，用的是竹条编成的扫帚，叶
子很容易脱落，成了光杆后的扫

帚非但扫不干净街道，还需要经
常更换。郭春梅与班组成员从

“鸡毛掸子”上获取灵感，从编织
袋上拆下一根根编织条，捆扎在
光秃的扫帚前代替竹叶。改良后
的扫帚不仅清扫更加彻底，并且
提高了清扫速度。经过改良的扫
帚，每年为老城区环卫局节省 5 万
元的工具费用。

干就要干出个样子！19 年来，
郭春梅用坏了 360 多把扫帚，清扫
马路面积达7560万平方米，巡回保

洁里程约3万公里。她先后多次被
评为市、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
被区妇联评为“巾帼建功”标兵，她
所在的清扫保洁队被全国妇联授予

“巾帼文明岗”称号，2013 年 2 月她
荣获了“全国优秀环卫工人”称号，
成为洛阳市首位获此殊荣的环卫职
工。

“道路就是城市的脸，不扫干净
就是没洗干净脸。”这句话郭春梅常
挂在嘴边，而她始终以“洗干净自己
脸”的态度干好环卫工作。

每到秋冬季节，孟津县会盟镇
扣西村北数公里外的黄河滩边，成
群的珍稀鸟类都回到这儿过冬，年
逾古稀的马书钊总是站在岸边，通
过高倍望远镜，观察着夹心洲上的
鸟儿。女儿马朝红和外孙马宇航在
一旁拿着笔记本，记录着……

马书钊老人爱鸟、护鸟的故事，
要从 16 年前目睹的一次疯狂捕鸟
行为说起。

1995 年春节前的一个早晨，马
书钊来到孟津境内的黄河边，看到
十多艘小船顺河而下。这些人手持
的土炮炮口直径 4 厘米、长约 4 米，

装上火药与钢珠，威力巨大。
马书钊说，这些人乘船悄悄靠

近夹心洲，一人端着土炮，先把鸟群
惊飞，一人紧跟着来一炮，七八十只
鸟儿便遭了殃。

当时还是孟津县林业局林政股
股长的老马，立即制止了这次疯狂的
捕猎行为。随后的半年多，马书钊又
制止了200多次捕杀鸟儿的行为。

后来，老马干脆辞掉林政股股长
“官职”，来到黄河滩专心守护鸟儿。

马书钊明白，光靠一个人护鸟
是不够的。经过半年多调查，他发
现在孟津境内的黄河湿地上，栖息

着数万只珍稀鸟类。
很快，一个请示建立孟津黄河

湿地保护区的建议和详细的调查报
告递到了省里。

1995 年 8 月，我省正式批准建
立孟津省级湿地水禽保护区。2003
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黄河湿地晋
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6 年
12 月，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孟津管
理局正式挂牌。

老马的护鸟、爱鸟行动，在潜移
默化地感召着女儿。

如今，身为黄河湿地孟津管理
局的职工，马朝红接过了父亲的接

力棒，不仅护鸟、观测、调查，也组织
护鸟爱鸟宣传活动，把爱鸟护鸟的
范围延伸到伊洛河流域。

除了女儿，外孙也受到感召聚
到老马身边。“我儿子打小就是‘小
跟班’，经常跟着我爸去河边。”马
朝红说。如今孩子正在上学，可一
到周末，他还是吵着要回老家看护
鸟儿。

“每一年，哪种鸟儿没来，哪种
鸟儿来了，我爸都清楚着哩。”马朝
红笑着说。如今，看到鹤舞沙洲、鹭
栖浅滩、雁鸣河畔、千羽竞翔的如画
景象，祖孙三代人总是乐开怀。

一个13岁的孩子会做些什么？
无忧无虑地坐在教室里学习，穿着漂
亮的新衣服和伙伴们一起玩耍，在父
母怀里撒着娇，要最新的玩具……而
嵩县德亭镇杨湾村的张俊，却用自
己的经历告诉大家：13岁的孩子，也
能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希望！

张俊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爸
爸、妈妈、弟弟和奶奶，家里虽不富
裕，但也其乐融融。在他8岁那年，
一场噩梦打碎了这一切，爸爸因车

祸去世，母亲离家出走后毫无音信，
留下他和弟弟，与60多岁疾病缠身、
腿脚不灵便的奶奶崔秋相依为命。

面对幼小的弟弟、体弱多病的
奶奶，张俊没有像其他同龄的孩子
一样被困难压垮，他一边帮助家里
减轻家庭负担，一边为实现自己的
理想而努力拼搏，努力学习。从不
迟到、早退，更不要说旷课和逃学了。

“奶奶，我来替爸爸养活你。”这
是小张俊最令奶奶感动的一句话。

星期天，当同龄的孩子拿着新买的
玩具跟小伙伴玩的时候，他一早便
挎上小篮子到山里采药去了，黑药、
柴胡、党参、血参、天麻、桔梗这些中
草药在张俊眼里可都是宝贝，“奶奶
腿不好，这些药换了钱就能给奶奶
买药了。”说起草药的好处，一脸稚
气的张俊开心地笑了。

除了到山上挖药，捡拾垃圾更
是小张俊每天的“日常工作”。不管
是在学校还是在放学的的路上，甚

至在村子里的每个角落，总能看到
拎着编织袋捡拾废品的张俊，在他
的感染下，懂事的弟弟也加入进来，
只要一有时间兄弟俩就拎着编织袋
出门了。

张俊告诉我们，自己和弟弟很
少买新衣服，他知道奶奶很艰难，要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挣钱贴补家用。
他的最大心愿就是长大做一名医
生，因为可以抢救病人，还能挣钱养
活奶奶和弟弟。

近年来，洛阳好人
不断涌现，且呈常态之
势。天南地北传颂着
洛阳人的善行义举，各
种媒体报道着洛阳人
的嘉行懿德。

为啥洛阳好人多？
一是历史悠久，礼

教有传统。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几百里邙
岭绵延，沉集着上千座
山的灵气；黄河与伊洛
融汇，容纳了超万条水
的才情。地灵人杰，深
厚文化的滋养。至圣
先师孔子曾赞叹：“郁
郁乎文哉，吾从周。”千
里迢迢入周问礼到洛
阳，“观先王之制”，考
察“礼乐之源”和“道德
之归”，并对跟随他的
人说，“吾今乃知周公
之圣与周所以王也。”
程颐程颢兄弟要求做
人必须理性地看待和
处理问题，“诚敬”待
人，按“天理良心”处
事。书院隐鸿儒，代有
骚人出。深厚的儒学传统一直主导着华
夏文明，洛阳就处于文明传承中心区，德
治德化源远流长。

二是积淀深厚，文化有交融。河洛文
化的文明肇基，九朝古都的社会、经济、文
化重心设置，中原要地的战略定位，丝绸之
路多种文化的交汇集萃，豫西革命根据地
人民对理想信念的保持和发扬，新中国成
立后“一五”期间十大厂矿工业文明熏陶出
的协作与包容、组织与互助等现代理念，使
洛阳崇文尚德的优良传统不断被光大着，
互助互爱的人文风尚与时俱进地被强化
着。洛阳人自觉为洛阳添光彩、洛阳光彩
我出彩的的文明意识基础深厚。

三是机制健全，行为有遵循。“礼仪
洛阳、诚信洛阳、魅力洛阳”主题教育活
动已深入人心，将《论语》、《大学》、《道德
经》、《弟子规》等10部经典列为中小学德
育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必
读书目，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定期举办，

“文明河洛”电视讲堂、“牡丹文化节”、
“河洛文化节”等节庆活动、各种行业的
志愿服务活动等坚持多年……市民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规范与运行
机制基本完善。

四是打造品牌，民众有共识。在洛
阳，平常的日子，平凡的民众，有意识地
文明修养积淀与关键时刻付诸行动的自
觉自愿，不断激发出正能量。文明之根，
深植于民众心田；文明之花，芬芳于城乡
之间。（作者系省委政研室研究员）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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