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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我想吃您亲手做的捞面条了！”“妈，我想你
了！”……在7月18日“文明新乡、我为正能量代言”主题
活动现场，说起当年为母亲拍摄的纪录片《不能忘怀的
爱》，年龄加起来近150岁的申氏三兄弟泣不成声，让人
为之动容。

尽管距离母亲去世十周年纪念日已两年多时间，但
对申氏兄弟来说，永远不会忘记那天首次“公映”纪录片
的场景。在父母曾经居住过的家属院里，没有传统的放
鞭炮、唱大戏、鼓吹手，张贴着写有“敬请砖瓦厂父老乡亲
前来观看”的海报上，当年父母所在砖瓦厂的烟囱高高竖
立，就像父母还在的时候。

这部表达对父母缅怀和对家庭感悟的纪录片由申长
云、申长明、申长久三兄弟整整耗时8年，跋涉数千里，花
费数万元，拍了1000多个小时的视频素材制作而成。

“父母基本上不识字，但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母亲对
家庭的付出，都让我们兄弟姐妹懂得了家的含义。”大哥
申长云说，母亲过世后，他们兄弟姊妹5人一直在商量，用
什么方式来纪念双亲，把他们的责任和爱在这个家传承
下去。受台湾一位导演为纪念父爱拍摄纪录片的启发，
都是摄影爱好者的三兄弟决定也为自己的父母拍摄一部
纪录片，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记住这份不能忘怀的爱。8年
拍了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兄弟姐妹开了6次研讨会，出
了5版片子，最终剪出来26分钟。

8年时间，纪录片里当年母亲抱着的光着肚子的小孙
子，如今已长成少年；8年时间，让三兄弟对父母“责任与
爱”的家庭观念也有更透彻的理解。

“爸，大爷，叔，你们放心，我们晚辈会好好孝顺你们，
决不让你们的遗憾成为我们的遗憾！”当天，随申家三兄

弟一起上台领取“我为正能量代言”贡献奖的孙辈代表申
敬雪说出了藏在自己心底的话。这些年来，看着父辈三
兄弟为拍摄纪录片的奔波，让她更加体会到了长辈对下
一代的爱和无私奉献，每次观看这部纪录片，都是在经受
一场成长的洗礼。

“母亲当年与她的兄弟姐妹分离大半辈子，她格外看
重一家人的团聚。即使父母不在了，因为拍这个片子，让
我们兄弟姐妹5家更亲密了。”申长云说，他还想告诉更多
喜欢拿着相机自拍或者将镜头对准朋友、孩子的人们，可
以尝试着将镜头多对准自己的父母，多为他们记录幸福
的瞬间，多记录这份不能忘怀的爱。6

为母亲拍纪录片，申氏三兄弟戳中多少儿女泪点

榴心社工公益团队
该团队主要开发针对留守儿童及环

卫工人的社会工作服务。负责人刘富鹏
于 2013 年发起免费早餐公益行动，已持
续开展 4年多时间，累计为环卫工人发放
免费早餐12万多份，价值60多万元；还组
织环卫工赴首都旅行、去日照看海等；积
极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公益项目，以自主开
发健康包裹为代表，引入彩虹计划、暖流
计划等公益项目帮扶辉县、延津及封丘三
个地区小学的学生。

新乡消防支队
2016年7月9日、19日，新乡市连遭特

大暴雨侵袭，累计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道
路中断，全城受淹。消防官兵在滚滚洪流
中，争分夺秒转移病人孕妇，泅渡孤岛营救
危难百姓，深入险境解救被困群众，死看硬
守护卫堤坝安全，累计参与救援206起，抢
救被困人员315人，疏散群众2000余人，抢
救保护财产上亿元。今年 2月，该队当选
2016“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茹振钢
30余年痴情小麦育种，茹振钢主持的

“百农矮抗58”选育及应用获得2013年“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累计种植面积达3亿
多亩，增产小麦121.1亿公斤，增效300多
亿元，成为我国小麦种植的特大品种，为我
省夏粮生产实现历史罕见的“十连增”、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激
情满怀，从不停歇，他是农民朋友心中的

“粮财神”，农业“强国梦”的筑基人。

邓志军
邓志军创建的“河南诚城集团”，严把质

量关，把产品当人品，被银行业、税务部门评
为最高信用单位和诚信纳税A级企业；他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成立新乡首个“政府主导
企业参与”的城市社区，先后为社区建设投
入数千万元；为“新乡市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奖励帮扶基金”捐助100万元，营造做好
事有人关爱、做好事有人支持的良好氛围，
曾荣获2016年度“中国好人”。

耿风泉
30年来，耿风泉继承父亲遗志，行程

10余万公里，投入100余万元，收集抗战实
物万余件，建起家庭抗战实物展览馆，用朴
素的信仰坚守抗战精神，诠释爱国敬业的
真谛。如今，展览馆已接待国内外人士
100万人次，开展国防教育600余次。2016
年10月，耿风泉荣登“中国好人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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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新乡 我为正能量代言”颁奖

现场，获奖者上台领奖，为新乡“正能量”

代言。他们大多来自我们身边，不一定都

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们可敬、可信、可

学，是群众做文明人、办文明事的鲜活教

材。

这场活动啥背景？从 2014 年 9 月开

始，在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的指导下，各

地、各单位广泛开展“我为正能量代言”主

题宣传活动，发现正能量、传播正能量、弘

扬正能量，推举了一大批中国好人、河南

好人。当前的中原大地“河南好人现象”

频频涌现，“文明新风”持续劲吹！

在新乡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丁同民看

来，新乡这座英模辈出的城市，从来不乏

好人品牌。史来贺、吴金印、刘志华等一

个个闪光的名字，像一面面旗帜，一座座

丰碑，鼓舞激励着 600多万牧野儿女，成为

这座城市的精神富矿、发展之魂。

数字最有说服力。近年来，新乡共有

5 人被授予“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数

量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先后涌现出各类

先进典型、身边好人 980多人，学雷锋标兵

200多名；累计有 59人荣登中国好人榜，15

人入选河南好人榜，一大批 80、90 后甚至

00后身边好人接续涌现，新乡先进群体正

逐步由“先进群体现象”“先进群体品牌”

“先进群体效应”向“先进群体文化”的蝶

变，也助推新乡正能量从个人到集体、从

集体到群体、从群体到全社会的裂变。

漫步新乡街头，设置在公园、游园、健

身园等多处公共场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公园”，培育向上向善新风尚，让

广大市民潜移默化地被熏陶、被浸润。依

托新乡先进群体这座富矿，新乡正努力打

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城、

先进群体之城、道德之城、好人之城、志愿

服务之城、诚信之城，用先进群体激发这

座城市的正能量，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和城市文明程度。6

当村支书时，他领着16人的志愿者服务队为村里服
务；担任“时间银行行长”后，他领着4000多“储户”为村
民提供互助式服务。陈红玉说，他创办的时间银行不存
钱，却让五陵村民成了最“富有”的人。

在当天的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对他说：“陈行长，你的
时间银行是个富矿！”

40岁的陈红玉是凤泉区五陵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一
名农民企业家，多年来坚持在村里开展孝老敬亲、扶贫济
困活动。2012年当选村党支部副书记后，又先后投入资
金对全村环境进行了绿化美化。由于当时村两委班子不
健全，五陵村又是个大村，村务管理事务繁杂，2014年，
陈红玉组织成立了一支16人的志愿者服务队，义务清扫
全村街道。从购置各种保洁设备到为志愿者提供服装、
用餐、年节慰问品等，陈红玉就自掏腰包100多万元。

但陈红玉觉得，单靠这10余名志愿者的付出，很难
形成真正淳朴的民风。他无意中了解到国内一线城市社
区正流行一种“时间银行”，立即萌生了浓厚兴趣。所谓

“时间银行”，就是“将参与公益服务的时间存起来，自己
需要帮助时，再去支取别人的公益服务时间，让时间在交
换中产生价值。”陈红玉想，如果大家都能积极参与“时间
银行”，就能各尽其能，发挥比志愿服务队更大的作用。于
是，他个人出资30余万元，邀请专家提供专业性指导，于
2015年探索成立了新乡首个社区互助公益服务项目——
五陵时间银行，通过“存储时间、随需使用”的志愿服务模
式，把志愿服务、扶贫帮困、助人自助有效结合，激励志愿
者参与服务积极性，促进志愿服务可持续性进行。

如今，五陵时间银行已有“储户”4000余名，67岁的
胡中琴老人热衷公益，凭借600多小时的爱心存储，成为
五陵村最“富有”的人。

“能为村里做点事儿，把自己的爱心存进时间银行，
成了很多村民觉得很光荣的事情。”陈红玉告诉记者，60
多岁的村民郝凤英是凤泉区一名环卫工人。有一次，一
辆垃圾车从村边经过，撒下些垃圾，量不多，却拉了老长
一段距离。村里找到郝凤英商量，可以付钱让她帮着尽
快清理下。谁知道郝凤英笑着说：“要啥钱啊？给俺在时
间银行里存一小时就中了！”

在五陵村，不管是需要家电维修、老人看护，还是清
理下水管道等各种琐事难事，都可以去时间银行交换服
务，平等互助、邻里和睦的乡风民风逐步形成。如今，五
陵村打牌的少了，到村图书馆学习的多了；打架斗殴的少
了，到“时间银行”做公益服务的多了，村容村貌、村风民
风悄然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

“我会和村里的义工一起，把孝道文化传承下去，孝
道大餐也要一直做下去……”在7月 18日的“文明新乡、
我为正能量代言”主题活动现场，新乡县朗公庙镇大泉村
村委会主任史世江的承诺掷地有声。如今，大泉村的老
人们盼了初一盼十五，因为这两天，不但能吃到免费可口
的饺子，还能看场大戏、跟老街坊唠唠嗑儿。

这“孝道大餐”是个啥？其实也就是村里为200多名
65岁以上的老人们准备一顿饺子，再加一场农村大戏。
说起这件事儿的缘由，史世江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发
现村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了，房子建得更排场了，可人与
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村里邻里、婆媳、干群关系
都很复杂；村里不少人见面不相识，白天年轻人出去工
作，老人们在家很孤单，日子过得没盼头。他琢磨，有没
有一种方法既能促进村风和谐，又能增强全村凝聚力？
去年农历六月初一，史世江决定借鉴外地经验，为村里老
人办一场“孝道大餐”，以“孝”为突破口，找寻记忆里的和
谐村庄。

包饺子用的面粉、鸡蛋、油等食材，全由史世江兜底；
戏，请来村剧团为大家演场传统戏剧；和面、包饺子，发动
村里闲着的几十名妇女参与；劈柴、端盘子，则让村“两
委”干部和党员义工全包了；老人们呢，坐在圆桌旁看着
大戏唠着嗑，其乐融融。那一天，老人们脸上的笑容，让
史世江体会到了“久违的、过年才有的感觉”。

一年多来，大泉村的“孝道大餐”举办了20场。一些
身体不好不怎么出门的老人，也在子孙的搀扶下，换上干
净体面的衣服，出去热闹热闹。它带给大泉村的不只是
老人们每月盼着的那两顿饺子，而是邻里关系和谐了，婆
媳关系更顺了，干群关系也更融洽了！

孝道大餐”逐步成为现场版的道德课堂，也潜移默化
影响了更多的人。新乡县总工会驻大泉村工作队，市、县

直党员义工、社会各界志愿者，村里在外工作创业的年轻
人、节假日休息的孩子们……或是出钱出物，或是出力服
务，越来越多的人积极行动起来“孝亲敬老”。前10场的

“孝道大餐”费用由史世江兜底，后10场的费用全部由村
民捐赠。经常回来帮忙的出嫁闺女荆利说：“现在生活好
了，谁家都不缺这一顿饺子，可让老人们聚在一起唠唠
嗑、后辈有机会搞好服务尽尽孝，老人们都很开心。”72岁
的大泉村老上访户荆东海也逐步消除怨气，享受“孝道大
餐”的同时，主动参与志愿服务。

据悉，新乡县朗公庙镇正实施“孝道大餐遍乡村工
程”，计划在29个行政村普及推广“孝道大餐”，把各村65
岁以上老人都请到村委会吃饺子、看大戏，享受精神、物
质双重大餐，把全镇建成一个孝亲敬老的实践大课堂，建
成一个没有围墙的敬老院。

“孝道大餐”并不大，却让全村人吃出了别样味道

“时间银行”不存钱，却让村民成了最“富有”的人
善举激发正能量

□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
实习生 原秀秀 贾久燕

7 月 18 日下午，在

“文明新乡、我为正能量

代言”活动现场，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素萍为榴

心社工公益团队、五陵时

间银行志愿服务团队、新

乡消防支队等8位“我为

正能量代言”贡献奖获得

者颁奖。

放眼新乡，近年来，

该市上下以先进群体精

神为引领，以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主线，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抓手，深入开展各类

道德实践活动，努力营造

崇德向善的文明风尚，积

极打造道德之城、好人之

城、志愿服务之城，涌现

了一大批道德模范、中国

好人、河南好人。

新乡市委书记张国

伟表示，此次正能量典型

的评选表彰，是新乡精神

文明建设的新成果，是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的具体实践，对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提高公民

思想道德素质、引领良好

社会风尚必将起到重要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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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玉（左）和志愿者一起清理村内垃圾

“孝道大餐”现场，史世江和党员义工一起为老人们端饺子

申家兄弟姐妹5人在一起。左起申长明、申长云、申
留云、申留枝、申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