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会牢牢记住我是一名中国人，
是一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
国人……我会在工作中坚持党和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
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作贡献，
以我的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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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生命有限，有的人却在

这短短的历程中留下永恒印记。他们的精神像矗

立的灯塔，给人以坐标，给人以希望。他们的事迹

穿越时空，成为信仰殿堂中不灭的火种，给人以无

穷的力量。

“七一”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追授郑德荣、许帅

等 7 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体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先进模范人物的高

度重视，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巨大的鼓舞。重温光辉

事迹、铭记伟大精神，必将在全党全社会汇聚起见

贤思齐、争做先锋的强大力量。

生为难者解困扰，死为他人送光明。许帅同志

生前是我省安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他对党忠诚、

信仰坚定，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人生追求，

短暂而又灿烂的一生生动体现了焦裕禄同志干工

作的三股劲。他始终保持对群众的那股亲劲，视救

助对象为亲人，视救助工作为生命，在全国率先设

立医疗安置区，帮助聋哑流浪儿童重返校园；他抓

工作的那股韧劲让人折服，想方设法为受助人员寻

亲，3 年累计救助 1.5 万余人次；他干事业的那股拼

劲令人敬佩，身患癌症，仍拼命工作，直到生命最后

一刻。捐献遗体和眼角膜，他用生命诠释了“为民

甘做孺子牛”的精神。

榜样的力量之所以无穷，在于他们的事迹真实

而感人、精神品质可贵而高尚、理想信念崇高而神

圣、人生价值珍贵而辉煌。“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

生命的宽度是无限的；重视生命的宽度，就能拓展

生命的长度！”扎根基层，燕振昌同志用生命践行

使命，把昔日的贫困村建成产值超亿元的明星村；

潜心科研，茹振钢同志躬身麦田一辈子，培育良种

造福广大农民群众……像许帅一样，我省有许多优

秀的党员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无私奉

献，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

向榜样学习，就要学习其崇高信仰，将为人民服

务作为毕生追求；学习其宗旨意识，始终把群众的利

益放在首位；学习其进取精神，创造性地开展本职工

作；学习其奉献品质，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时代呼唤担当，榜样引领行动。当前，正值决

胜全面小康，开启新时代河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向许帅

同志等先进模范人物学习，初心不改、勇担使命，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在中原更加出彩的进程中创造

精彩业绩！3

本报讯（记者 卢松）7月 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
97周年。当天上午，许帅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颁授仪式在郑州举行。参会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要以优秀共产党员许帅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他
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务实重干、
履职尽责，争做出彩河南人，为河南发展献出自己
的全部力量。

许帅，安阳市救助管理站原站长，在全国首创
救助机构医疗安置区，有效破解长期滞留人员安置
难问题。即使身患癌症，他仍以顽强的毅力恪尽职
守；弥留之际，他毅然决定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用年
仅 36岁的生命诠释了“为民甘做孺子牛”的精神。
许帅先后获得“时代楷模”、全国民政系统“孺子牛
奖”等荣誉称号。近日，中共中央决定追授许帅等7
名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在‘七一’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为许帅
颁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既是对许帅最大的
告慰，也是对他挚爱的救助事业的最高褒奖。”捧着
儿子的荣誉证书，许帅的父亲许宏刚激动地说：“作
为一名有着近4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将践行和宣传
好许帅‘孺子牛’精神，激励更多河南人，激发更多
正能量。”

许帅虽然离开安阳市救助管理站近两年了，但
他生前视救助对象为亲人，胸怀大爱、无私奉献，忘
我工作的点点滴滴，时刻激励着救助管理站的全体
干部职工。“学习和弘扬许帅‘孺子牛’精神，在站里
已蔚然成风。”安阳市救助管理站党支部书记郝春
雷说，“我们将遵照许帅提出的‘大爱无疆’服务理
念，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继续做好救助站各项工
作，更好地服务受助人员。”

安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袁继红表示：“将时刻
以许帅为榜样，履职尽责、无私奉献，用真心、爱心
和耐心，为每一位受助人员提供更加亲情化、人性
化和多样化的服务，让他们时刻能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与关爱。”

在济源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苗春芳看来，
许帅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把服务对象、困难群众当
作自己的亲人，这一点儿最令人感动。“许帅是民政
系统干部职工的标杆和楷模。”苗春芳说，“作为民
政工作者，要把老百姓的事当作天大的事来办。鞋
上要多沾些泥土，心中多装些百姓，用脚步去丈量
为民爱民的成效，用心血和汗水来回报百姓的期
待，进一步提高民政工作的广度、深度和温度，让老
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许帅用他的实际行动，诠
释了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热爱，对人民群众的真
情。”三门峡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贾书君说，“将以许
帅为榜样，把学习许帅‘孺子牛’精神转化为工作动
力，履职尽责、务实重干，做一个有理想、有梦想、敢
担当、敢作为的共产党员。同时，将组织好系列活
动，多培养树立像许帅这样的先进典型，为中原更加
出彩作出更大贡献。”③9

时代榜样
给人无穷力量

许帅感人事迹引起热烈反响

弘扬“孺子牛”精神
务实重干为民

许帅为流浪儿童过生日⑨3 李杉 摄

许帅接受助人员回站里⑨3 李杉 摄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杨之甜

引言：回家

6月 30日上午，安阳市韩陵山脚下，哀乐
低回，素花环绕，泪飞如雨，气氛凝重。阳光
照射在安阳天寿园墓地，一方特别的墓碑分
外耀眼。

碑上没有墓志铭，只印有5张墓主生前照
片；碑旁栽有一棵玉兰，满树翠绿；碑前，一尊
石雕“孺子牛”静静卧着，似其主人精神化身。

墓碑主人，名叫许帅，生前为安阳市救助
管理站站长，6月 27日被中共中央追授为“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

这天，许帅回“家”了。
献身医学研究 590 天，今年 4 月，许帅遗

体在郑州火化，父母将其骨灰安放在这里。
年轻而帅气的许站长将长眠于此。

犹记得 2013 年初夏，他在风华正茂之
时，毅然走进安阳市救助管理站，埋头俯身，
心甘情愿做流浪乞讨者的依靠。

任职短短三年间，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
“孺子牛”，围绕“救助”主轴，把受助人员当亲
人，将一位位流浪乞讨者送上回家的路，直到
36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生为难者解困扰，死为他人送光明。一
生虽短，但许帅谱写了无比壮丽的人生诗篇，
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无悔抉择——
“我愿意把受助人员当作亲人，

把救助工作作为我毕生的事业。”

2002年秋，大学毕业的许帅，走进民政
队伍。本来他在科室工作，环境舒适。

2008年，汶川大地震，许帅作为志愿者，
赶赴抗震救灾第一线。回单位之后，他立刻
找到领导，执意要调动到救助站工作。

很多人不理解：别人都想坐办公室，他为
何非要下基层。面对质疑，许帅的回答是：在
汶川，我亲身感受到救助别人的意义。

“我愿意把受助人员当作亲人，把救助工
作作为我毕生的事业。”第一天到救助站上
班，许帅就许下诺言。

许多人对救助站并不十分了解。这里的
服务对象多是癫痫、智障患者，救助时不仅困
难多，还面临被感染传染病的风险，因此被公
认为是件“苦差事”。

受人员、设施等因素限制，当时的安阳救
助站也和全国大多数救助站一样，将滞留的智
障类特殊救助对象交由站外代养机构照料。

2013年 5月，经过竞争上岗，许帅被聘为
安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

上任后，他就到托养机构查访。那里条
件简陋、环境污浊，他当即决定：把40多名在
外托养人员统统接回。

站里意见不统一。因为这些人员长期在外
乞讨流浪，存在疾病传染、死亡赔偿等诸多社会
问题。一旦出了事，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

许帅则说，这些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如果
连救助站都不去关心，又有谁会来管？“出了
事我一人承担。”

一天都没多等。为确保救助对象得到妥
善照料，许帅几乎跑遍安阳市内所有医院、养
老院、托老机构，实地体验，反复比较。

2014年，安阳市救助管理站在全国率先
设立医疗安置区。他们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
式，引进一家专业护理机构，走出一条“医养
结合”新路。

有了专业护理机构后，进站的受助人员
先进行体检和传染病筛查，接受分级护理，得
到精准救助。不少受助人员经过精心照料和
治疗，恢复正常，重返社会。

自医疗安置区设立以来，安阳救助管理
站仅在许帅任职期间，就收治智障、癫痫等特
殊受助人员 200余人，其中有 138人病情得
到缓解和好转，128人被顺利护送回家。

护理机构负责人吴青山清楚地记得，许
帅迎接第一批 30多名救助对象回站时的情
形。有位下肢瘫痪的救助对象，被工作人员
抬上车时，懵懵懂懂地问许帅：“这是去哪儿
呀？”许帅拉着他的手说：“回家！”对方疑惑地
问：“家？”许帅微笑答：“对！回咱家！”那一
天，许帅开心得像个孩子。

2013年 8月，为进一步改善救助环境，许
帅又瞄准了一个新目标——创建国家级救助
管理机构。

在近一年的创建过程中，许帅每天吃住

在站里，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饿了吃泡面，
困了睡沙发，从各项制度修订到站容站貌施
工改造，他都坐镇指挥，单是整理的创建资料
文件就有半米多高……

辛勤耕耘迎来收获。2014年 5月，经民
政部验收，安阳市救助管理站顺利晋级为“国
家二级救助管理机构”。

这一年，一名怀孕的受助女子在救助站
里产下女婴，之后救助站通过采集DNA血样
帮孕妇找到家人。这是我省首例通过 DNA
血样比对寻亲成功的案例。

此后，许帅安排工作人员把母女二人送
回广西玉林，与亲人团聚。意外的是，时常神
志不清的母亲，竟清晰地向乡亲们介绍护送
她们的工作人员：“这是安阳救助站的，他们
都是好人……”

许帅主动与警方对接，开通“救助专线”，为
受助人员采集DNA血样，及时输入公安部门

“走失人口库和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进行DNA
血样比对。他任职期间，共有114名受助人员
的DAN血样信息，被推送到全国救助寻亲网。

为民情怀——
“我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他们的人生就能改变。”

诗人惠特曼有句名言：“没有信仰，就没
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
名副其实的国土。”

早在大学期间，许帅就埋下信仰的种子，
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016年 5月，安阳市电视台录制“两学一
做”教育节目，要求许帅宣读入党誓词。读完
之后，他饱含真情地加上一句：“我为我是一
名中国共产党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同年 7月，许帅被授予民政部最高荣誉
——“孺子牛”奖。

俯首甘为孺子牛，终其一生为人民。
这是共产党人的信仰，更是许帅孜孜以求

的目标。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医疗安置区成立后，许帅对受助人员康

复训练特别关心，时常躺在治疗床上体验，带
上治疗仪试试。他对医生说：“他们和正常人
不太一样，所以治疗时，你们要随时注意病人
的反应，及时调整方案！”

他把“换位思考”做到极致：救助站所有床
头改为无棱角床头，所有可拆卸床铺被固定，所
有风扇装上保护网，所有电源开关移到工作人
员控制室，所有暖气片改成地暖，就连拆除铁窗
时留下的钢筋茬子，也全都被打磨平整……

一次，许帅和采购科科长董鸿军一起检
查刚购置的牙刷。许帅拿出两支，问：“你发
现这两个样品有啥区别没？”董鸿军观察半
天，也没看出哪儿不同。

许帅用牙刷往自己脸上扎了扎，说：“你看，
这两个牙刷柄，一个是圆头的，一个是尖头的。
对救助对象来说，尖头牙刷是不是不安全？”

董鸿军恍然大悟。从此，他采购物品的
标准多了安全考量。

经过一年多努力，许帅带领同事们把救助
站从原来戒备森严的收容遣送站，改造成卫生
整洁，有地暖和热水器等生活设施，有大型投

影仪等文教娱乐设施，有图书室、电脑室、活动
室等19个功能区的“家庭式”救助站。

许帅还把救助站打造成流浪儿童的家。
2014年 5月，救助站救助了14岁聋哑流

浪儿童小宫。许帅帮他联系了安阳市特殊教
育学校，希望他能和其他孩子一样接受教育。

没想到，入学不到一周，校长打来电话，
要求小宫退学。因为小宫在社会上流浪久
了，一些习惯严重影响其他同学。

许帅第一时间赶到学校，央求校长再给
孩子一些适应时间。

校长被许帅的诚恳打动：“你这样心疼流
浪孩子，太难得了！”

许帅说：“如果我们不帮他，他的一生可
能就毁了。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他以
后的人生就能改变！”后来，小宫与同学相处
越来越融洽。在他的入学登记表里，“家庭住
址”一栏写的是救助站，家长是许帅。

“拼命许郎”——
“就算我的生命只剩一分钟，

我也得回救助站。”

就在许帅的救助事业风生水起时，病魔
却开始悄悄“侵蚀”他。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
和不规律生活，2014年开始，许帅出现腹痛、
便血等症状。

后来病情越发严重，不得不住进医院，医
生检查后建议他转入北京协和医院做进一步
检查。很快，诊断结果出来——胃癌四期，医
生说可能只有3至6个月的生命。

拿到诊断书，许帅双手捂脸，泪流不止。
他对父亲说：“爸爸，我要回去，回去后可以边
工作边治疗。”

“你都病成这样了，咋还想着工作？”父
亲许宏刚又急又气。

为这事儿，父子俩在病房里争执了一上午。
最终，许宏刚拗不过儿子，只得同意他回

家。
在安阳市肿瘤医院，病人许帅的“不听

话”一度让医生护士头疼不已。
“上午输完液，下午就不见了人。起初，

医护人员不了解情况，还以为病人不配合，都
很生气。”许帅的主治医生王俊生说，后来才
知道他是“溜”回单位上班了。这让他们十分
震惊。随后院方不得不按照许帅的工作时
间，专门“订制”了一套治疗流程表。

那年冬至，许帅输完液，就和站里职工一
起去给街上的流浪乞讨人员送饺子。每到一
处，他都亲手把保温桶里的饺子舀出来，盛在
碗里，双手递给受助人员。

冽冽寒风中，许帅手捂腹部，咬牙坚持。
同事问他为啥不留在北京治疗，他说：“年底有
很多受助人员需要送回家，我放心不下。就算
我的生命只剩一分钟，我也得回救助站。”

随着化疗次数增多，许帅身体日益衰弱，
开始小便失禁。为此，他每天穿纸尿裤去上班。

由于药物副作用大，他的血压急速升高，
导致手脚满是裂口，脚疼得不能着地。他只
得拄双拐去上班，晚上下班回家就瘫倒在床
上，被血浸透的袜子粘在脚上脱不下来。

病情再次加重，许帅腹腔内产生大量积

液，导流管每天要引出 10余斤液体，他就插
着管子、带着药盒上班。

恨不得一分钟掰成八瓣儿用的“拼命许
郎”，将自己“燃烧”到极限。身高 1.76米、原
本体重 80公斤的他，瘦到不足百斤，昏倒的
频率也更高了。同事劝他赶紧回医院，他总
以“我能顶住，忙完就去”推脱……

“每周一早上开例会，他从不缺席。有时
开会肚子疼，他就一边揉一边开……”救助站
副站长杨瑞红说。

在许帅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纪要上，详
细记录着其后的工作安排：成立救助站青年
志愿服务队；救助科做好“夏日送清凉”专项
活动准备；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提前一个月部
署“蓝精灵”志愿服务队开展活动；总务科负
责购买蚊帐等用品……

杨瑞红记得，那天是2015年6月13日。两
天后，许帅再次昏倒，从此再也没能离开病房。

病床上的他，只要意识清醒，就会叮嘱同
事一定要把救助站医疗安置区二期规划落实
好，装上顶棚，让受助人员在恶劣天气里也能
锻炼身体……

赤子之心——
“我是从事救助工作的，这是

我救助道路上的最后一站，希望
你们能够理解我、成全我。”

“死亡并不可怕，人不能延长生命的长
度，但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是许帅生前
反复劝慰父母的一句话。

弥留之际，许帅口不能言。在和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用纸条交流中，被问及“愿意捐献眼
角膜和所有器官吗？”许帅歪歪扭扭写下“是，
不仅如此”，落笔之时甚至连句号都没能点上。

2015年 7月，许帅病情接连恶化，他瞒着
家人向红十字会和国家遗体捐献中心申请登
记，自愿在去世后将器官捐献他人。许宏刚
得知后，近乎崩溃。许帅恳求父亲：“我是从
事救助工作的，这是我救助道路上的最后一
站，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成全我。”

2016年 6月 30日上午，许帅陷入昏迷，
已无法完成遗体捐献申请登记手续。在安阳
市中医院肿瘤科病室，许宏刚用颤抖的右手
在《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上签字。泪水
打湿了纸张，但他仍坚强地替儿子按下手
印。许帅的母亲痛哭着瘫倒在桌前，迟迟不
忍签字，她悲呼着：“这是我的孩子，我不能签
字，不能签字啊……”

“儿子想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作为
父母，我们应尊重他的选择。他是一名党员，
他把党的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我们完成他
的心愿吧。”在许宏刚的劝说下，许帅的母亲
忍痛签字。

2016年 9月 1日 1时 16分，因抢救无效，
年仅36岁的许帅静静离世，神态安详。

第二天，河南新郑17岁少年朱新蕴重新见
到光明；随后，郑州一家眼科医院里，39岁的驻
马店人张华，也通过眼角膜移植手术睁开眼睛。

许帅遗体随即被送到郑州大学，用于科
研教学及研究病源。

“不仅如此”，许多人都在揣摩这四个字
的含义。

有人认为，这是许帅在病入膏肓之际，希
望死后将自己身体有用的部分全部捐献。

也有人解读，他希望捐献遗体不仅是一个
人的事情，希望更多人把这种爱、这种精神传
递下去，让这个社会更加温暖，更充满力量。

一切皆如他所愿。
他的爱在默默传递，精神在静静流淌。
在许帅追悼会上，一位70多岁的老人泣

不成声。她说，此前她一直有捐赠遗体的心
愿，只因家属不同意而搁置，当她将许帅的故
事讲给子女听后，终获理解。

安阳县一位民营企业老板毅然签下“遗
体捐赠书”，他说，是许帅让他坚定了死后捐
献遗体的决心。

尾声：不说再见

斯人已逝，追思犹存——
6月 30日，记者来到安阳市救助管理站，

大院正中“温情救助 大爱无疆”八个大字在
阳光下依旧醒目；医疗安置区外的南墙下，许
帅生前和同事们一起栽种的一排桃树枝繁叶
茂；安置区内，覆有乳白色薄膜的钢结构顶棚
遮住了正午阳光的炽热，受助者们在广场上
自由活动，神情怡然。

他的遗愿已成为现实。
不说再见，许帅没走，同事们耳边不时响

起他熟悉的声音。“工作中要有公心、爱心和
善心，得了解受助对象的内心。”杨瑞红、吴青
山、董鸿军……他们常常站在医疗安置区入
口，仿佛在等待他归来。

不说再见，许帅没走，他的精神传遍中华
大地。6月 27日，中共中央追授许帅等 7名同
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此前，安
阳市组成“许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全
国进行了为期 9个月以上、覆盖全国 30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共 38场、直接观众达 5万余人
的巡回宣讲。全国多地纷纷举办他的先进事
迹报告会，学许帅精神、做为民先锋的热潮久
久不熄……

我们相信，这世间，必将有千千万万个像
许帅一样的生命热烈绽放。③9

为民甘做孺子牛
——追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安阳市救助管理站原站长许帅

——摘自许帅入党志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