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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湖区一个工地需要倒混凝土
的，老张、小曹你们赶紧带人去吧，千万注
意安全。”一大早，江西南昌市的恒茂华城
散工劳务超市内就一片热闹，年过六旬的
朱春财正在熟练地派单。

跟着朱春财务工 10 多年的曹永林招
呼着其他工友出门，临走时，甩了一句话：

“老朱，下午多烧点水，大家回来要喝。”
大家对朱春财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

生，但一说到 5 年前在南昌市抬车救人的
农民工，大家估计会想起他。2011 年 10
月 19 日 15 时，一辆小轿车从南昌广场东
路某商住区冲出，撞上一辆电动车和一辆
小轿车后，又将一名过路女子卷入车底。
危急时刻，是朱春财带领工友们抬车救了
人。如今，朱春财有了一个新身份——南
昌首个“散工劳务超市”的工会主席。

当上工会主席后，朱春财没有守着荣
誉“吃老本”，而是甘心当“保姆”，热心为
农民工工友“跑腿”。

操不完心的“媒婆”

“起初真有点不适应，又是领奖又是
上电视，但我清楚地知道，要想方设法让
工友们少吃点苦、多赚点钱。”朱春财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他来自江西省余干县三
塘乡，最初，他和工友们站在马路边接活，
风吹、日晒、雨淋不说，活还难找。后来，
朱春财在南昌市成立了首家散工劳务超
市，让众多工友有了自己的“家”。

在恒茂华城散工劳务超市的门口，记
者看到，宽大的电子屏滚动播放着散工们

的工种和联系电话。风雨棚下，不少散工
坐在凳子上聊天、看电视，等候派工。超
市内还设有工种分布区、饮水服务区、车
辆停放区、流动厕所区等 8个功能区。

告别了马路站街等活，朱春财在工友
中的威信陡增。“我从 1998 年开始到南昌
打工，当然清楚挣钱才是硬道理。”朱春财
说，散工的特点在于流动性强，有活则干，
无活则歇。而作为用工方的企业或业主，
则担心散工的能力问题，就怕事情没做好
时返工找不着人。

“结合这两方面的需求，我就当起‘媒
婆’，一方面对加入工会的散工承诺，在散
工超市可以轻松找到工作机会；另一方
面，用工方可在超市随意调看散工的资
料，如需返工，找超市就行了。”正是因为
有效解决了务工与用工双方的难题，恒茂
华城散工劳务超市一开业就非常火爆。
记者翻开恒茂华城散工超市厚厚的“派工
日记”，看到了超市每天的派工记录：1 月
23 日，派工 30 次、430 人；1 月 24 日，派工
17 次、227 人⋯⋯小小的散工超市，俨然
成为雇主和散工的好“中介”。

散工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在超市登记
的务工人员有 845 人，超市开业以来，已
为 11504 个用工单位或个人派工 181676
人次，其中不少人都是冲着朱春财的诚信
来的。

农民工的娘家人

“农民工有三怕，一怕找不到事，二怕
做了事拿不到钱，三怕出了事维不了权。
我是过来人，对这些很清楚。”朱春财说，
农民工其实很单纯，如果能够解决这“三
怕”，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跟着你干。朱春

财道出了他解决农民工“三怕”的“法宝”：
第一是知法懂法，第二是有个热心肠。

刚当上工会主席那会儿，朱春财时
常感到力不从心，碰到一些涉及农民工
利益的事拿不准，处理事情时常急得满
头大汗。于是，他买来 《工会法》《劳动
合同法》《安全生产法》 等书认真学习，
并自建了一本维权手抄本，记录他的维
权“秘籍”。2014 年 11 月中旬，余干籍
工友刘先光在昌北一工地倒混凝土时发
生意外，从 7 楼摔下当场身亡。接到工
友的求助电话后，朱春财立即带领几名
工会委员赶赴现场。到了现场，朱春财
一眼就看出这是一起原本可避免的安全
事故，因为施工方没有按照安全生产操
作规定，安全架只搭到 6 楼，而 7 楼尚
未搭建安全架。“我一到现场就拿出手机
拍照取证，并要求其他几位工会委员一
同拍照。”朱春财说，由于抓住了施工方
的这一“软肋”，使得施工方在赔偿时不
得不几度让步。这起安全事故，从事发
到处理完毕只用不到 10个小时。

“工会主席是农民工的娘家人，农民
工信任我，选我当工会主席，我就要热心
帮他们办事。”朱春财说，他一边忙着干自
己手上的活，一边还要为“超市”的工友们
张罗工作，每星期坚持在“超市”无偿值班
两天，更新用工信息、联系用工事务，为工

友们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有求必应的“保姆”

如今，朱春财的名气越来越大，找
他招工的单位也越来越多，他说自己的
责任也越来越大了，“要对得起工友们的
信任”。

“我们都很感激老朱，他热心而且办
法多，能办成事。”常年在南昌务工的李散
力说，他们夫妻两人来南昌务工后，孩子
跟着老人留在老家，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李散力找到老朱，告
诉他自己的实际困难。老朱马上联系了
就近的金盘路学校，学校当天就答复同意
接收李散力的孩子入学。

“在八一广场附近的农民工都知道，
谁家小孩想到南昌读书，找我就可以了。
只要农民工有困难，就可以找工会，就可
以找我，我们会尽力解决。”朱春财翻开

“农民工子女入学”日记本，一长串的农民
工子女进城入学名单赫然在目。

“我们农民工工会就是要维护农民工
的利益。今后，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做细、做
实、做好。”朱春财表示，要把超市打造成服
务散工的样板，为工友们提供“一条龙”服
务，“我们不仅要在就业、培训、维权、职业
指导上多动脑筋，还要尽力解决工友们生
活上的困难，真正当好散工们的‘保姆’”。

为农民工当为农民工当““媒婆媒婆””
——记江西南昌恒茂华城散工劳务超市工会主席朱春财记江西南昌恒茂华城散工劳务超市工会主席朱春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兴兴

清瘦的面庞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出坚毅；大檐
帽下，一块铜钱大小的伤疤十分显眼，这是他与病魔顽强
抗争的记录，也是他情系铁路服务 13年的见证。

他叫王威，现任南昌铁路局福州南站党总支书记。
13 年前，南昌铁路局首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峡情·王威
服务台”在福州火车站正式挂牌。

“有需求就要有服务，有服务就要精准。”这是王威在
服务台设立之初，给自己定下的准则。

上岗第一天，王威就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公布出来，方
便有需要的旅客随时联系自己。无论白天、晚上，无论
平时、假日，王威从不拒绝需要帮助的旅客，从不把旅客
的需求推给别人。车站的同事说：“王书记最惦记的是需
要帮助的旅客。他经常叮嘱我们，千万不能不理睬旅客
的需求，一定要耐心地问清楚、答完美，要在第一时间帮
助旅客解决困难。”

节假日是铁路客运最忙的日子，细心引导旅客购票、
帮助旅客找回丢失的钱物和孩子等，无论是在住院期间
还是在工作岗位，王威和同事们总想着如何为每一位有
困难的旅客认真服务。

2012 年 4 月，王威积劳成疾，住进医院。经检查，发
现他咽部长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神经鞘膜瘤。虽然肿瘤
是良性的，但因体积大、位置深，压迫到了颈动脉，他先后
接受了 3 次大手术。今年春运前一个月，王威接受了第
四次大手术，手术刀口长达 20厘米。

手术后的一个晚上，妻子发现虚弱的王威用右手不
断轻拍病床边的护栏。

“要喝水吗？”
王威摇头。

“饿了？我去泡米糊。”
王威再次摇头，喉咙里艰难地发出声音。妻子凑近

了仔细听，但没听清楚。王威急了，右臂缓缓抬起来放到
耳边，做了个接听手机的动作。

妻子这才想到，王威是想回复旅客的咨询。十几年
来，王威的手机号在当地几乎人尽皆知，旅客只要一个电
话，他便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

王威从妻子手里拿到手机，又从抽屉里拿出列车时
刻表，开始一条条回复旅客的问询短信，这让妻子又生
气、又心疼。

大檐帽戴了几十年，王威说自己的根已经扎在了铁
路。他的搭档、福州火车南站站长朱仁来说：“王威有
一颗勇于担责的心、一颗喜欢帮助旅客的心。”

南昌铁路局福州南站党总支书记王威：

第一时间帮旅客解决困难
本报记者 石 伟 通讯员 王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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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宗，就要上楼了，搂紧老师呀。”
“陈老师，您都出汗了，要不咱们歇一会吧。”
这是重庆市璧山区璧泉小学平常而又温暖的一幕：

一名瘦弱的女教师背着一名残疾学生，穿过大半个操
场，一步一步走上 4楼，走进学校的计算机多功能教室。

这位女教师名叫陈云梅，是璧泉小学六年级一班的
班主任，背上的孩子是她班里的学生杨宗。和其他同龄
孩子不一样，杨宗 3 岁时因为一场车祸导致下肢瘫痪，永
久失去了站立的能力，行动只能靠轮椅。

小杨宗想上学。2010 年 9月 1日，璧泉小学开学，杨
宗的妈妈马显琼用轮椅推着他到学校报名。此时，一年
级一班的班主任陈云梅正站在教室门口迎接准备入学的
孩子们。“第一次见到这孩子的时候，看他长相乖巧清秀，
又有礼貌，得知他小小年纪就落下残疾，特别心疼。”了解
杨宗的情况后，陈云梅当时就下定决心：“就算背，我也要
把他背到毕业！”

就这样，陈云梅一背就是 5 年多。每天早上，马显琼
送杨宗到学校门口，陈云梅就会把他接到班里；上课需要
到讲台解答问题，陈云梅就把他背上讲台，解答完又背回
座位。这些年，陈云梅背着杨宗参加每一次升旗仪式，上
体育课、电脑课等。

陈云梅在教室的讲台下放了一双平跟鞋。平常爱美
的她穿着高跟鞋上下班，但一到学校，她就换上平跟鞋。

“穿平跟鞋走得稳当，背起杨宗才不会出危险。”陈云梅
说，学校为了方便杨宗上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把这
个班的教室安排在一楼。但音乐课、美术课、电脑课都在
其他教学楼上，杨宇上这些课都要靠陈云梅背。

马显琼对陈云梅充满感激。“最开始，我怕孩子被欺
负，怕老师嫌弃他。”马显琼说，把杨宗送到学校后，自己
经常偷偷地到学校“打望”。有一次，马显琼来到学校时，
正好看到陈云梅将杨宗背到卫生间更换尿不湿，为他擦
洗臀部。“陈老师对我们娃娃能做到这样，我这一辈子都
感谢她！”马显琼说着，眼里泛起泪花。

璧泉小学校长朱晓谦说，陈老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师德的真正内涵，她背上背着的不仅是一个需要
呵护的残疾孩子，更是一份教师对学生的爱，这股爱的温
暖已经流进学校每一位师生的心中。

“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在背他，学校里其他老师和学
生，碰到杨宗坐着轮椅，都会主动推一把、抬一下。”陈云
梅说，大家献出的爱，让杨宗在校园的学习生活实现了

“无障碍”。
在陈云梅看来，学生就是老师的孩子，家长照顾孩

子，天经地义。“孩子，老师就是你的腿！”她在日记里这样
写。

重庆市璧泉小学教师陈云梅：

“孩子，老师就是你的腿”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喂，你是哪里的？是要来看病吗？
你的情况要当面看看。我在西安友谊西
路 281 号 ，就 在 友 谊 医 院 隔 壁 的 家 属
区。你在医院挂号后，上我家来看病，来
的时候带上以前的化验单。”虽然是在自
己家里，可陕西省友谊医院免疫变态反
应科专家、92 岁的离休医生吴合，早上 8
点就准时坐在客厅，接听患者来电。

由于不慎伤到腰膝无法下楼，自去
年 10月起，吴合就在家出诊。

改在家出诊后，吴合唯一的变化就
是不穿白大褂了，穿一套深蓝色、宽大的
居家衬衣、长裤，上身套一件老旧的灰色
毛线外套，脚上是一双磨出毛球的拖鞋。

给病人讲明白，病才能好

吴合刚挂断电话，就有患者上门就
诊了。“请坐！哪里不好？”“平日爱感冒
吗？出汗多吗？多久大便一次？”“在哪
里看过病？用过什么药？”“家里有人抽
烟、喝酒吗？有的话病就好不了，不戒就
别来了！”“不要用激素类的药。”别看吴
合已是耄耋之年，可问诊时依然中气十
足，连珠炮似的问题总让患者们一时反
应不过来。

面对颇有些严厉的吴合，坐了一小
时公交车前来就诊的病人赵芙蓉却十分
安心，因为这是第一次有医生和她进行
这么深入的交流。

“来，你翻到第 17 页开始念，要大
声念，不要念错。”吴合先是询问了病
史，然后便拿出一本书让赵芙蓉读。这
本书是吴合根据多年临床经验编写的、
关于免疫治疗的小册子。“激素类药临
时效果很快，但因为有降低免疫力功能
的 作 用 ， 服 用 后 症 状 会 越 来 越 严 重
⋯⋯”书中有不少药名都是生僻字，赵
芙蓉读得磕磕巴巴的，花了大约 15 分
钟才读完关于自己病情的几页书。吴合

说：“让病人读书就是要让他们了解自
己的病因、病情，给病人讲明白了，病
才能好，才能除根。”

“这次治疗的思路是调节免疫系统，
中西结合，一定要饭中服药，也就是说，
要先吃饭垫底，再把饭嚼烂裹着药咽下
去，然后再吃饭。记住了没有？”等赵芙
蓉都弄清楚了，吴合在她病历本上贴上
一张“注意事项”。那张 A4 大小的纸上
除了列出详细的医嘱，更多的则是关于
生活习惯的健康科普知识。末了，吴合
老人还在赵芙蓉的病历上留下自己的电
话号码，嘱咐道：“有任何疑问，可以随时
来电。”

“朋友推荐说吴医生好，没想到她问
得细、看得细、讲得更细，我总算知道自
己的病因了。”赵芙蓉说，上次她在别的
医院看病，医生开了价值 1600 元的药，
而吴医生开了 2 个月用量的药才花 100
多元，其中最便宜的一盒只要 0.85元。

为了患者，退休后仍出诊

“吴奶奶总是告诫病人戒烟戒酒，
‘烟枪酒桶’们来找她看病总少不了挨一
顿批。”从小在医院家属院长大的该院宣
传科何素英告诉记者。果然，44 岁的患
者何华军气喘不止，吴合当即让女儿拿
来氯苯那敏、酮替芬等让患者服下。待
患者症状缓解后，吴合当头就是一顿批
评：“喝酒很伤身的，你还抽烟吧？要么

从现在开始戒烟戒酒，要么就不要在我
这儿看病了，好不了⋯⋯现在就表态，戒
不戒？”患者红着脸连连表示要戒。

“这个医生这么凶，干吗非要找她看
病？”面对记者的提问，专程从延安来看
病的何华军憨厚地说：“我有个熟人在她
这儿看好了，就介绍我过来。吴老也是
刀子嘴、豆腐心，你看她凶完我，不还是
看得很认真吗？最重要的是，我明白她
是为我好，开药也总为我们省钱。这次
看病才花 189 元。这要是去别的医院，
光化验费都不止这个数。”

吴合说：“我把抽烟、喝酒的坏处说
得越严重，患者才会越重视；至于药，在
注重疗效的前提下，本来就该越简单越
好。”

看病之后，吴合的“助手”、已经退休
的女儿朱建平会带着病人到医院拿药，
每天都要反复多趟。朱建平说：“母亲一
辈子对吃、穿、住都没有什么要求，唯一
的爱好就是工作，只要她身体条件允许，
我们会一直支持她。”

这个上午，吴合坚持坐诊４个小时，
问诊时始终中气十足、全神贯注，没有喝
过一口水。她说，之所以退休了还上班，
是因为还有很多病人需要她治疗。

退休后，吴合也曾去老年大学学了
几天国画，但很快就主动要求回到原来
的工作岗位去，“看病救人才是我的生
活！”医院返聘了吴合。随着她年事渐
高，医院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也曾希望

她回家颐养天年，都被她拒绝了，“我宁
愿倒在岗位上，也不能远离病人。我没
有其他的爱好，去坐诊也是对身体和思
维的锻炼”。

为能继续给患者看病，吴合还提出
义务出诊，不要任何津贴和补助，只希望
医院不要让她离开自己热爱的岗位。
2015 年初，吴合开始义务坐诊，去年 10
月，因为不慎伤到腰膝无法下楼，就改在
家里出诊。

现在，吴合每天吃过早餐后，就先在
电脑上查阅患者发来的邮件，然后在客
厅的沙发上等候病人上门。

热心公益，做一个好人

吴合家的茶几旁边，是一捆捆病例，
那是她保存多年的。她看病时有个习
惯，详细询问、记录每一位患者的病情，
并将病历编号造册、建立详细的病程记
录，以便跟踪随访。“无论时代怎么变，好
医生的衡量标准不会变，那就是有仁心、
懂仁术。我一直努力要求自己做一个好
人，当一个好医生。”吴合说。

除了工作，吴合还热心公益事业。
在她家里，除了一摞摞的病历，还有整整
两大袋信件。记者发现，这些信件大多
是受她资助的贫困儿童写来的，信中有
的称呼吴合老人为“吴合爷爷”，有的称
呼她“吴合叔叔”。其实，这些孩子根本
不知道吴合老人的性别。

1993 年，吴合从报纸上看到一个盲
童好学却无书可读的消息后，就开始通
过公益机构资助贫困学生。每次她都会
将汇款单保存下来，时间长了，就攒了厚
厚一沓。至今，她已资助 79 名贫困儿
童，给多个助学工程基金会及慈善机构
捐资近７万元。此外，许多救灾捐款活
动，她也会积极参与。

朱建平告诉记者，母亲年轻时多次
献血，给困难病人交过医药费，献过一次
骨髓，还申请登记了捐献眼角膜和遗体。

“ 吴 奶 奶 想 要 积 极 发 挥 自 己 的 作
用，将自己的一切回馈给社会。”何素
英告诉记者，吴合在陕西医学界相当有
名，不仅仅因为她在西北地区创办了第
一家免疫过敏科，也不仅仅因为她医术
高超，更多的是因为吴合老人医德高
尚，她首先做好了一个人，然后才是做
好了一个医生。

陕西省友谊医院离休医生吴合 92岁高龄仍坚持出诊——

“做一个好人，当一个好医生”
本报记者 雷 婷

吴合，1948年从上海医
学院毕业，到新四军浙东游
击队后方医院工作，被誉为

“ 白 求 恩 式 的 好 医 生 ”。
1954年到陕西省友谊医院
工作，在该院创建了西北地
区第一家免疫变态反应科，
在以恢复免疫功能为原则的
防治反复感染、过敏性疾病
的研究上取得显著成果。

人物小传

▲ 3 月 24 日，吴

合在家中接诊。

◀ 3 月 24 日，吴

合耐心接听患者的问

诊电话。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