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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5 级北风裹着雨夹雪掠
过湖北省武汉市南部丘陵山区。这是入
冬以来最为寒冷的一天。

记者驱车来到武汉市最贫困的乡村
之一——江夏区舒安乡，寻访乡村邮递
员熊桂林。远远看见熊桂林骑着摩托车
从弯曲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地驶来，雨雪
顺着雨衣的边沿流在他黝黑而憨厚的脸
上。摩托车上除了邮包，还带着一些猪
血、豆腐、肉和青菜。

熊桂林说，今天送邮路上还要顺带
办几件事：给祝庙村 75 岁留守老人李隆
平安装洗衣机；为燎原村徐佑康老人修
空调；给徐河村易云林老人修电视机；给
五里墩村乔世勤老人带了肉和豆腐⋯⋯

这样顺带的事情熊桂林每年要做
1000 多件。熊桂林负责的邮路包括舒
安乡最偏远的 8 个村庄，每天来回 50 多
公里。洗衣机安装好了，李隆平老人冬
天再也不用手洗衣服了。李隆平一个劲
地对记者说，这些年熊桂林做的好事说
也说不完。老人们心里早已把他当成了
自己的家人，亲切地称他为“邮差儿子”。

自从 1990 年 19 岁的熊桂林成为一
名邮递员以来，他跑遍了乡里每一个村
落。24 年来，他坚持为 200 多位留守老
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每天，熊桂林
在开始送邮工作前，都会清点乡亲们托
他捎带的东西。他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

本，随时记录乡亲们的需求。这样的记
事本，他已经用了 18 本。在送邮的路
上，他骑坏了 5 辆自行车、4 辆摩托车。
24 年来，熊桂林在乡间邮路上与乡亲们
结下了亲人般的情谊。

“ 邮 递 员 就 是 要 把 每 一 封 信 都 送
到”，这是熊桂林对工作职责的理解。

2004 年 8 月，台湾寄来一封平信，收
件人地址是“武昌县湖泗区徐河公社徐
黑子侄子收”。地址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
老地址，收件人姓名又是小名。这封信
经过 6 个班次试投和半个月查询，始终
无法找到收件人。

熊桂林跑到舒安乡、湖泗乡等 11 个
村湾查询到 5 个叫“黑子”的人，但都不
是收件人。他继续利用下班和休息时间
四处打听。有同事们说，签个改退批条
退回原处就行了，这也不算我们失职。

一位老乡偶然提到，鄂州市涂镇湖
边有个养鸭子的人叫滨黑子。熊桂林 7
次跑到涂镇湖汊，最后终于在一处鸭棚
旁找到了这个人。经过询问核对后，确
定他就是收件人。“黑子”感激地说，终于
跟失散 60多年的亲叔叔联系上了。

“农村人就图个家人团聚，”熊桂林
说，收件人一句话，让他觉得一个多月的
劳累很值得。

每年冬季，乡村的山路雨雪泥泞，行
路艰难。熊桂林忍着风湿剧痛，在泥泞
的小路上把报纸送到订户家中。订户陈
大爷心疼地说，风雪这么大，晚来两天都
能理解。但是熊桂林说，信件报纸都送
不到，还做什么邮递员？

24 年来，熊桂林累计行程 50 余万公
里，投递邮件近 350余万件，无一差错。

“帮助老人就是举手之劳”，这是熊

桂林给自己定下的做人准则。
舒安乡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每

次投递邮件的间隙看到空巢老人、留守
儿童，他总会伸手帮一把。李隆平老人
习惯叫他“熊崽”，把他当做比儿子还亲
的亲人。小到一盘蚊香，大到家用电器，
都是熊桂林帮着代购。

熊桂林的绿色邮包里，常年备着一
张电话单，记录着舒安乡所有部门、办事
机构联系人的常用电话，包括水厂、残
联、医务室等，一应俱全。他的手机里存
着 280 多个老人的电话；手机存不下了，
他专门用笔记本记。他一直觉得，作为
一个农家孩子，帮助村里的老人，是一件
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没有额外的利益，是什么让他这么
坚持？熊桂林有个很朴素的道理：能帮
助别人，就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在燎原村里，63 岁的吴书有对记者
讲起一段难忘的经历。“没有熊桂林，就
没有我老吴的今天。”想起最初回到村里
时的凄凉，吴书有忍不住眼泛泪光。

2004 年 1 月 18 日是农历的腊月二
十七，新年的气息已经弥漫在乡村的田
野里。熊桂林也期待着结束工作回家团
聚。可一张云南寄来的汇款单，却让他
不禁叹气：收款人吴书有是村里传说的

“混混”，据说曾有案底。他并未住在村
子里，而是住在远离村湾的湖边。

当熊桂林穿过泥泞小路，找到吴书
有，却被眼前的场景惊住了：几根竹竿支
撑起的窝棚，四周长满荒草和灌木，吴书
有与妻子穿着单薄、神色落寞，与 5 个孩
子挤在火边取暖。“您有汇款单，请签
收。”听到这句话时，吴书有突然热泪盈
眶，妻子也抽泣起来。原来，一家人当时
连买油的钱都凑不齐了，这笔从妻子老
家寄来的钱，真是雪中送炭。

那次之后，熊桂林常来与吴书有聊
天，还借钱给他种花生，鼓励他开荒种
田、养鱼。

如今，吴书有种植的山林面积达到
75 亩，鱼塘有 30 亩，资产已过百万元。
他还当起了村里的义务安防员：“桂林兄
弟热情又好心，我要向他学习。”

为什么干这一行？熊桂林说，他出生
于一个穷困的农村家庭，儿时依靠一个当
飞行员的叔叔接济。“每次看到邮递员到
我们家，就知道有汇款，或者有好的东西
送过来了，一家人都特别开心。我就感
觉，邮递员能给人带来幸福。”熊桂林说。
如今，他被评选为“湖北好人”、“湖北十大
最美乡村邮递员”，还被评为“中国网络感
动人物”，成了舒安乡的名人。说起对这
份职业最初的梦想，他那黝黑的脸舒展开
来，还是笑得那么淳朴憨厚。

真 情 洒 满 乡 邮 路
——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舒安乡邮递员熊桂林

本报记者 郑明桥

图① 熊桂林（右）与

村民吴书有聊天。

图② 留守老人把熊

桂林（中）当成自己的“邮

差儿子”。

郑明桥供图

数九寒冬，对于黑龙江省黑河市而
言，是最寒冷、温度计容易“爆表”的时
段。1 月 29 日上午 8 点 30 分，哈尔滨理
工大学大一新生宋善坤身着厚厚的棉服，
脚穿棉靴，背着快递包，正准备骑上借来
的自行车出发，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车轮转动中满是他对往事的回忆：
10 年前，他受黑河市公安边防支队兴安
边防派出所所长刘金鹏资助重回校园；
3 年前，刘金鹏怕他路远没人看管，把
他户口迁到自己辖区近距离照顾；去年
他冲刺高考时，刘金鹏妻子身患癌症经
济困难。今天，宋善坤开始了成年后第
一次“爱心反哺”：买一件像样的羽绒
服，给爱心警察和他患病的妻子一份感
恩、一份爱的回报。

这天是寒假的第 15 天，宋善坤已经
送了 100多个快递，他谢绝了所有同学聚
会、亲戚团聚的邀请，不为别的，仅仅为了
凑齐为警嫂石丽丽买羽绒服的钱。

石丽丽是刘金鹏的爱人，而宋善坤是
刘金鹏 10年前开始帮扶的困难儿童。

2005 年的夏天，时任黑河市通江路
边防派出所民警的刘金鹏到辖区走访，他
第一次走进宋善坤的家。“一个 30 平方米
的小平房，土地面，空荡荡的房间没有一
样电器，宋善坤的父母愁眉苦脸地坐在炕
上。”刘金鹏第一次到宋家的情景记忆犹
新：“屋子里唯一的亮点就是宋善坤贴满
墙壁的奖状，红彤彤的很喜庆。”

宋善坤的父亲宋广良身患残疾，母亲
也体虚多病，两人都没有劳动能力。“家里
条件太差，没办法，只好让孩子辍学去打
工。”宋广良的一句话重重地击打着刘金
鹏的心。没多想，他脱口作出了如山承
诺：“宋大哥，虽然我没太大能力，但是孩
子上大学之前的事，我管了。”

“真的？”宋广良不信。
“我一个当兵的，说话还能不算数？”

刘金鹏说话掷地有声。
宋广良的记事本上歪歪斜斜地记下

那天是 2005 年 7 月 14 日，从那天开始，
没上过一天学的宋广良开始学习写字了，
为的是记录下刘金鹏为他们所做的事儿。

2006 年 3 月，刘金鹏结婚了。一天，
刘金鹏带着新婚妻子石丽丽走进宋善坤

的家门，对妻子说：“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小
孩，顺便过来看看。”宋广良一家热情地招
呼石丽丽，让石丽丽始料未及的是，刘金
鹏每隔一两天都要去一趟宋家。在妻子
的再三追问下，刘金鹏终于将承诺的原委
和盘托出，石丽丽理解了他的想法：“积善
行德是好事，算我一份。”

2008 年的一天，刘金鹏和石丽丽带
着宋善坤去书店，孩子想要课外书，但是
没好意思说。夫妻就在孩子刚才驻足的
地方挨本给他指，最后指到了孩子想要
的书，孩子点了一下头，刘金鹏赶紧买
下。几年间，刘金鹏协调学校免收宋善坤
的学费，自己为他交纳杂费，多方协调为
他们一家三口办理了低保。

2012 年 7 月 28 日，刘金鹏调到兴安

边防派出所工作，离开之前，他再次去
了宋善坤家。“刘叔叔，你调走了，见面
次数就少了吧？”宋善坤的眼神中充满了
失落。刘金鹏受不了这种眼神：“要不你
们跟我一起到兴安吧？”在征得宋广良的
同意后，刘金鹏把他们一家的户口迁入
了兴安边防派出所，帮他们租好了房子。

2014 年高考，宋善坤以优异成绩考
上了哈尔滨理工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
后，他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了刘金鹏。
高兴过后，刘金鹏又在为他每年 7000 多
元的学费犯愁，整个暑假，刘金鹏跑了教
育局、团委、残联 30 多趟，为宋善坤争取
到了 5000 元的救助金，自己又拿出 2000
元钱送给宋善坤作为学费。此时，宋善坤
并不知道，几个月前，石丽丽被查出患上
癌症，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刘金鹏
陷入了悲痛，高昂的治疗费，更是让他们
家债台高筑。

今年 1 月 14 日，宋善坤上大学后的
第一个寒假到来了，他兴冲冲地跑到刘金
鹏家，却没见到石丽丽，经过打听才知道，
石丽丽病情恶化，到哈尔滨看病去了。“刘
警官帮了咱们 10 多年，咱们也要回报人
家。”得知石丽丽的病情后，宋广良老泪纵
横地拿出一个本子，“刘警官帮助咱们的
每一件事儿，我都记着呢。”

宋善坤想去哈尔滨看望石丽丽，却被
刘金鹏拦住了：“你现在还很困难，好好学
习就是对她最好的报答。”于是就有了开
头的一幕。宋善坤找到一家快递公司，每
天大街小巷地送快递，每单挣 1 块钱，他
想在春节前攒够钱，为石丽丽买一件羽绒
服，让这件羽绒服能够给病痛中的石丽丽
带来一丝温暖。

大学生宋善坤送一件快递挣一块钱，却要凑钱买下一件羽绒服，只为回报 10年来资助他求学的恩人——

爱 心 反 哺
本报记者 刘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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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担架队”

随时准备出发
本报记者 牛 瑾

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公园北社区里，活跃着
一支由 21 名成员组成的团队，他们中有地下室管理
员、车棚管理员、废品回收员，还有驻社区的社会单
位工作人员，他们手机不离身、不关机，只要接到急
救电话，立刻赶往现场。您要问他们是在做什么？答
案是：“守护生命！”这支志愿服务团队有一个响亮的
名字：“120 爱心应急担架队”。

去年 12 月 24 日一大早，担架队队员杨宽涛、高怀
义在上班的路上就接到了居委会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
们马上赶到 64 栋的陈女士家里。原来，陈女士临近预
产期，没想到突然破水，虽然叫了救护车，可婆婆抬不
动也扶不起怀孕的儿媳妇下楼，家里又没有其他人在，
婆婆就慌慌张张地跑到居委会求助了。不到 5 分钟，杨
宽涛、高怀义赶到了陈女士家，其他两名队员拿着担架
也到位了。两个人抬着陈女士，两个人稳着担架，大家
小心翼翼地把她抬下了 5 楼。第二天，“圣诞宝宝”出
生了，社区里又添了一位新成员，陈女士的婆婆拿着鸡
蛋、喜糖来到居委会，拉着队员们的手不知道说了多少
声“谢谢”。

“这支担架队的成立源于居委会接到的一个求助电
话。”社区书记张玉新向 《经济日报》 记者讲起了当年
的故事。2006 年的一天，社区里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身
体突感不适，急着上医院，可是眼瞅着救护车停在楼
下，老人 60 多岁的女儿和两名医务人员却没办法把老
人抬下楼，女儿哭着给居委会打了电话。居委会干部虽
然及时赶到了，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狭窄的楼道里足
足折腾了十几分钟，才磕磕绊绊将老人抬上了救护车。

“虽然没有耽误老人的病情，但还是把我们吓出了
一身冷汗。”张玉新说，公园北社区是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建成的老小区，住户中有三分之一是 60 岁以上的老
人，其中更有三成是空巢老人。楼道狭窄、没有电梯，
成了老人们出门最大的障碍，再遇上他们有个头疼脑
热，后果更是不敢想象。

很快，由社区干部和热心居民组成的“120 爱心应
急担架队”成立了，还向社区居民公布了热线电话，
24 小时为社区居民提供无偿服务。为了做得更加专
业，需要提高体能、培养耐心、密切合作，队员们一有
空就开展实地演练，还请来老师，个个变得训练有素。
只要电话一响，联系 120、拿上担架抬老人、为急救车
司机带路，分工明确，再加上人熟、家熟、路线熟，只
要打个电话，不到 5 分钟，担架队就能迅速赶到，为老
人们提供安全的护送服务。

高玉汉曾经是这支“爱心担架队”的队长。他说，
部分老人住的楼层比较高，楼道又窄，在拐弯的地方得
把担架举过头顶，还要保护病人安全，不仅是个力气
活，还是个技术活。队员们经常把手蹭破了，拐弯时肘
部也常蹭到墙上，每抬一次病人，都是满头大汗。他还
记得，有一次接到 60 栋 19 号 5 楼居民打来的电话，说
是老人冠心病犯了，急需送到医院，急救车就在楼下等
着。“我马上给在附近的队员们打电话，当时刚下过
雪，路上又滑又脏，特别不好走，可是，也就五六分钟
的工夫，大家就在老人家里集合了。”高玉汉说，在急
救医生的监护下，他们把老人放到担架上，安全、平稳
地从 5 楼抬到了楼下，送上了急救车，大家才松了一口
气。由于工作需要，高玉汉调到了石景山区建钢南里社
区，他把 120 担架队的服务理念和传统也带到了新的社
区，由社区卫生员、废品收购员、居委会干部等 10 人
组成的建钢南里爱心担架队也正在积极筹备当中。

公园北社区的“120 爱心应急担架队”已经坚持
了 9 年。9 年来，他们参与救助老人 280 余人次，队员
也由最初的 9 人发展到现在的 3 个小组 21 人。队员杨
宽涛是社区车棚管理员，也是爱心担架队的一员：

“社区的大爷大妈看我是外地的，经常照顾我，他们
有需要，我帮忙出把力气也是应该的。”“谁家都有老
人，谁都有老的一天，我们做的都是应该做的事罢
了。”队员张秀华说得更实在。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公园北社区“120 爱心应

急担架队”的队员们在进行实地演练。

牛 瑾摄

宋善坤在送快递

。

高学德

摄

②②

①①

人物小传

熊桂林，湖北武汉市江夏区

舒安乡邮递员。舒安乡大部分青

壮年外出打工，每次投递邮件的

间隙看到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熊

桂林总会伸手帮一把。24 年来，

坚持为 200 多位留守老人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被老人们亲切地

称为“邮差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