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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处理过无数次“任性”的违
章，但眼前这一幕还是让周静目瞪口
呆，3 辆农用车里竟然满满当当地塞进
了 38个人。

这是发生在 2013 年 1 月 10 日晚上
8 点多钟的一幕，这一天，山东省德州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副大队长
周静和另外两名民警顶着凛冽的寒风，
检查辖区内的春运交通安全，发现 3 辆
农用三轮车驶入禁行区，车斗上支着用
编织袋捂得严严实实的简易车篷，接受
检查时驾驶员闪烁其词，眼角不住地瞄
向车篷。周静掀开其中的一辆车，一张
被冻得通红的小脸蛋首先映入周静的眼
帘：“来，穿上鞋，先到阿姨怀里暖暖
⋯⋯”周静将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搂进
怀里。

经询问得知，他们是在河北沧州打
工的安徽亳州籍老乡，由于买不到返乡
车票，就准备自驾农用车开回 1500 多
里外的家乡过年，路上需要两天两夜。

周静一边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农用三
轮车载人的安全隐患，一边给孩子们穿

上鞋，把他们一个个抱下来，把老人也小
心翼翼地搀扶下车。随后，她迅速给老
乡们联系好落脚的宾馆，给每人准备了
一大碗热乎乎的面条。第二天一早,她
和队友们多方协调，从鲁北客运公司调
配出一辆长途大巴车，运送 30 多位安徽
老乡踏上返乡之旅，当天下午他们就平
安到家。1 月 18 日，返乡的亳州老乡打
来电话表示感谢，还发来了他们的全家
福照片。春节过后，亳州老乡丁黎明、丁
广春还专程赶到德州，把自己家做的点
心和锦旗送到周静和队友手中，他俩说，
这个春节，全家人过得甭提有多开心。

执法在路上，服务到心中。在周静
看来，没有路人，只有亲人。对群众的
温情与爱心，早已融进周静的骨子里。

今年 92 岁的孙丽娟是一位孤寡老
人，现住德州市社会福利院，她最珍视
的照片，是与“好闺女”周静的一张
合影。

10 年前，孙丽娟老人百病缠身，身
边无儿无女，加上老伴去世，她一度心情
非常低落。于是，关爱这位性格孤僻的

老 人 ，便 成 了 周 静 8 小 时 之 外 的“ 工
作”。老人生病了，她晚上来陪床；天气
稍有变化，就帮老人准备好衣服；为拉近
跟老人的心理关系，她跟老人在一个盆
里洗脚，你一口我一口地从一个碗里舀
饭吃⋯⋯真情与耐心，逐渐打开了老人
的心结，让她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2010 年老人突发心脏病住院，病
情十分严重，两天内连续下了 3 次病危
通知书。深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老人
挣扎着表示要见周静一面。周静急火火
地赶到医院，紧紧握着老人的手说：

“孙奶奶咱不怕！一定会好起来的，我
们来照顾您，病好了咱们一起回家！”
老人生病期间，只要一下了岗，周静就
跑来照顾老人，给老人喂饭、擦身、护
理大小便，从家里带来病号饭。最后，
这一老一少共同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周静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心中真正
装着群众，执法才能有温度；只有把执
法为民的理念根植于心，才能把平凡小
事化为利民暖心之举。

2013 年 11 月 28 日中午，周静所在

的大队接到平原县一位出租车司机求助
电话，他急切地说车上有一位危重患病
婴儿，正从平原县方向赶往德州市人民
医院，因怕城区道路拥堵影响救治，请
交警给予帮助。人民医院是周静分管的
女子中队辖区，中午正值下班、放学的
交通高峰期。接警后，周静与队友一道
科学疏导，迅速为孩子打开了一条生命
通道。车辆赶到医院，周静楼上楼下忙
活开来，帮忙缴费、举药瓶、安慰孩子
家长。接诊的医生说：“多亏了交警，
如果再晚来几分钟，孩子可就保不住
了。”事后，出租车司机于先生连呼

“奇迹”：“正常情况下，从进入城区的
于官屯大桥到市人民医院要半小时，可
这次只用了 7分钟，这真是生死时速！”

周静常对队友说，为陷于窘境的人
心头加一滴油，就会拨亮他希望的灯。

听说自己的母校德州二中有一名叫
张景超的高三学生，因父母做生意赔了
本而导致家庭债台高筑，小张的一日三
餐都无法保证，学习劲头更是一落千
丈，周静每月拿出 300 元钱来资助他，
课余时间经常开导他，鼓励他打起精神
树立信心克服困难。高考填报志愿的前
一天，周静接到张景超的短信：“姐
姐，你是我的榜样，我要成为你这样的
人，我报考了中国刑警学院，我也要当
一名警察。”

在外人眼里，周静有着一颗滚烫的
心；但在她亲戚眼里，“这闺女太绝情。”

今年的 1 月 18 日下午，周静的堂
弟打来电话：“姐，我的小货车在南外
环因年检漏审被交警查到了，要罚 200
元，能否给说说情就别罚了？”周静心
里清楚，生活在乡下的堂弟家里没了
地，只能靠四处找点零活维持生计，况
且去年又添了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
但思前想后，她最后还是坚决地说，

“不行。”
周静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冷酷

与威严，是交警这个职业的显著标签，
但冷酷绝不是冷漠，严格执法与有温度
的执法绝不是一对冤家，毕竟，人民利
益高于天。交警这项工作是我终生的事
业，是我实现最大人生价值的舞台。”

他是北京渔阳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的一位普通司机，他身上流淌着被称
为“熊猫血”的 RH 阴性血，他至今已
经无偿献血 60 多次，总献血量已经超
过 5000毫升，他是 2014年度“北京榜
样”——韩冰。

得知又有记者来采访，韩冰很淡
然：“献血并非一件多么高尚的事情，
正因为‘熊猫血’稀少，才需要我多贡

献一些。这只是我应该做的，帮助别人
也能帮助自己、快乐自己。大家互帮互
助，社会才能多一分美好。”

回忆起第一次献血，韩冰仍印象深
刻。那是 1998 年，他在青岛当兵。有一
次，他与战友遇见一辆部队医院的采血
车正在宣传无偿献血，韩冰捋起袖子上
了献血车。“当时也就 20 岁，献完血之后
也没不适，下车就走了。”韩冰回忆。

可 3 天后血液中心的一个电话让他
懵了。医生告诉韩冰，他的血是 RH 阴
性血，特别嘱咐他以后如果需要输血，
一定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当时心里
吓坏了。”韩冰说，“以为自己得了血液
病，还询问父母的血型情况。”

后来通过学医的朋友，他才知道所
谓 RH 阴性血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血型，

被称为“熊猫血”。在我国汉族人中，这
种血型所占的比例极少，仅为千分之
三。如果同时考虑 ABO 和 RH 血型系
统，在汉族人群中寻找 AB 型 RH 阴性同
型人的机会不到万分之三，十分罕见。

韩冰发现自己只是与别人不同而
已，并非什么疾病，心中的石头也就落
地了。但是这样一个发现，却给他的生
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复员以后，韩冰做过公交车司机，
去过广告公司，也当过单位司机。最
后，他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每天在北
京的大街小巷穿梭。他在一次献血后加
入了一个叫“北京血液中心稀有血型爱
心之家”的组织，那是一个稀有血型人
群的互助组织，可以帮助很多有需要的
病人，这让韩冰十分开心。

我国法律规定，一个健康成年人每
6 个月可以献一次全血，28 天能献一次
成分血。17 年来，韩冰坚持义务献血，
他的总献血量已经超过 5000 毫升，成
分血超过 80 个单位，相当于他体内所有
的血液都已被他“献”了一遍。

韩冰的献血经历中，与一位病人发
生了不解之缘，她是江苏省徐州市邳州
县的小薛莲。小姑娘今年 5 岁，2013
年 8 月被查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治疗。小薛莲属于
RH 阴性血人群，血库内没有足够的血
量给小薛莲使用。

在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稀有血型爱
心之家的帮助下，薛莲的父亲几经辗转
找到了身在北京的韩冰。在人命关天的
危急时刻，韩冰向这家人承诺，只要是
自己的身体允许，就一定帮助他们。一
年间，韩冰共为小薛莲无偿捐献血小板
9次，累计 2300多毫升。

“我长这么大，当了那么多年的兵，
都记不得什么时候哭过。但是认识小薛
莲后，就痛哭了两次。”韩冰有些激动，

“小姑娘吃了太多的苦，家人也很不容
易，为了治病，已经把所有能凑的钱都凑
了。我只盼望她能尽快好起来。”正因为
小薛莲身上流淌了他的血液，他与这小
姑娘就像一家人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
人关注薛莲的病情，韩冰也在自己的朋
友圈里不断发布薛莲的消息。

韩冰献血多次，亲人和同事却并不
知晓。“我还是从电视上看到我儿子献
血的事情。”韩冰的母亲说，“献血之后
本来应该给儿子补补，他却一句话也没
说，照常上下班，也没多休息一天。”
而韩冰的同事和领导也是在小薛莲的父
亲送来锦旗之后，才知道这位普通的司
机几年来坚持这样的善举。

献血那么多年，韩冰积累了厚厚一
叠献血证明和荣誉证书，但他却并没有
把他们展示在自家的玻璃柜中，而是收
藏起来。“我的事情被报道后，前来采
访的媒体有很多，但我的生活并没有什
么改变。我还是关心这个月的份子钱够
不够，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父母的
生活也能幸福安康。”

谈及未来的打算和期望，韩冰表
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正确认识献
血与健康的关系，加入无偿献血的队
伍中来，帮助更多的人。另外，希望
能够有一个帮助稀有血型人治疗的专
项基金。

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副大队长周静：

执法在路上 服务到心中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北京渔阳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司机韩冰：

5000 毫升，血浓情更浓
本报记者 林紫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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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张广才岭东麓的黑龙江森工柴河林业局，清晨
的空气格外爽透。远处的山坡上还有尚未消融的冰雪，经
历过寒冬洗礼的青松依然那么苍翠。

早晨 5 点，柴河林业局贮木场场长张玉忠已经走出家
门上班了，这是他最后一次以贮木场场长身份上班，现在贮
木场只剩下他一个职工。沿途不时有人和他打着招呼，叫
他“张场长”或“张经理”，张玉忠解释说，叫他经理，是因为
他还要负责经营柴河九寨风景区的避暑山庄。

过去的柴河林业局是全国闻名的木材生产大户，已累
计生产木材 2226 万立方米。“过去大家比谁砍得多。国家
需要木材，我们林业工人就多多生产。”张玉忠说。现在柴
河林场很少能找到直径超过 50 公分的粗大树木，这也让张
玉忠深感惋惜。“看似只是砍倒一棵树，但实际上它周围的
小树也随之死亡，因为小的生态圈被破坏了。随着砍伐量
的逐年下调直至全面停伐，这里的森林资源、生态环境正逐
步得到恢复。”张玉忠说。

贮 木 场 场 长
成了监督专员
——黑龙江省森工总局柴河林业局见闻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张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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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冰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林紫晓摄

周静（右一）路遇交通事故主动救助。 王金虎摄

上图为张玉忠工作的柴河林业局一角。 张文羽摄

一方面是森林资源的逐渐萎缩，另一方面是国家逐年
下调砍伐指标直至全面停伐，这些过去依木为生的林业工
人以后靠什么吃饭，成了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

柴河林业局艰难地迈出转型第一步，将职工按照政事
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开的原则进行人员分流。贮木场就
是这个时候转为经营避暑山庄，张玉忠兼任经理。张玉忠
回忆起这个过程不无感慨：转型是痛苦的，身份的转变快，
而思想的转变需要过程，但时间上却一分钟也不能多给你。

不善言辞的张玉忠挨家挨户做工作，他最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过去咱林业工人砍树是服从国家大局，今天
停伐转岗也是服从国家需要。咱林业工人在啥位置上都
能干好！

道理容易理解，但思想转变却不容易。一次，原来负责
检尺工作的张桂娟不慎把一盘菜洒在客人的鞋上，面对客
人的指责，张桂娟生气了。要知道检尺员在贮木场是大拿，
一根木头的尺寸、体积以及价格全在于检尺员一句话。现
在当了服务员，巨大的落差让她难以接受，这一刻她沉积在
内心深处的各种委屈一股脑儿爆发了。闻讯而来的张玉忠
赶忙向客人道歉，并将客人的皮鞋擦净。一场风波就这样
化解了，事后张桂娟有些愧疚，思想开始转变。

随着旅游的逐渐升温，前来消夏避暑的游客多了起
来。避暑山庄经过扩建和改造目前可接纳游客 400 人，
2014 年实现纯利润 100 余万元，张桂娟和她的姐妹们一个
月可以拿到 3000 元左右的工资，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来这
里旅游，她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森工的改革有一条是不变的，就是千方百计提高职工
的收入以及做好他们的就业再就业工作，确保职工转岗不
下岗，停伐不减收。”黑龙江森工总局党委书记高金芳说，今
年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再次为在岗职工增加工资 200 元，职
工人均工资达到 2.6 万元以上，同时为职工经营性活动提
供各种扶持政策。

在柴河林业局，益智玩具厂、威虎山饮品厂、威虎山雪
村等一批从事绿色食品加工和旅游的企业崭露头角。连过
去没人多看一眼的山核桃，如今都被加工成各式各样的工
艺品畅销海内外。靠山起家的柴河人又把眼光放在了这片
青山之中，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次不卖木头，而是卖风景、卖
林下产品。柴河林业局党委书记齐和生说，仅林下经济和
旅游产业就为柴河贡献年产值 2亿元。

张玉忠带着记者来到了过去贮木场的场址，空旷的场
地一眼望不到边。不远处有几台大型机械正在忙着整地。
张玉忠说，这片土地已被统一规划利用，用来种植甜叶菊、
木耳、大榛子、沙棘果、山核桃等林下经济作物。“听说甜叶
菊一公顷纯收入就有两万多元呢。”张玉忠的脸上露出了鲜
有的微笑。

在回去的路上，张玉忠说，上级将安排他担任柴河林业
局第一任森林资源监督专员，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新岗
位。“这可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过去我是砍了 30 年
树，那从现在开始我打算再用 30 年来种树，还给子孙后代
一个绿水青山的新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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