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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韦成刚

韦成刚，男，苗族， 1973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贵州省
紫云县供电局松山供电所营业
班副班长。
韦成刚少时家贫，父母是
残疾人。他从小吃百家饭，长
大后不忘感恩回报家乡人，修
桥便民、绿化河岸，帮助孤寡
老人、留守儿童，以实际行动
投身家乡新农村建设。
早年间，韦成刚率先在村
里尝试应用科技知识搞立体种
养殖，发展杂交油菜、烤烟、
西瓜等经济作物种植，摸索推
广稻田养鱼和“二元杂交”母
猪养殖，当年经济收入就达 10
余万元，成为村里脱贫致富的
带头人。被村民推选为村委会
副主任后，他积极为乡亲们传
授养殖技术和种植早熟蔬菜的
经验，讲解现代“立体农业”
的概念和模式，让乡亲们逐步
掌握科技致富的“金钥匙”。
韦成刚所在的同心村有一
条河叫打边河，由于生产生活
垃圾随意倾倒，造成河道淤
积 、 水 质 恶 化 。 从 2014 年 开
始，韦成刚利用空闲时间投工
投劳，同时还育植 2000 多棵柳
树苗，移植到 10 余公里的打边
河两岸，绿化沿岸。 2015 年，
韦成刚拿出全部积蓄 6 万多
元，在众多爱心人士、电力职
工捐款资助下，为村里修建了
一座桥，解决了村民出行不便
的难题，实现全村三四代人修
建桥梁的心愿。
韦成刚管理的用户有 1300
多户，哪家几口人，有哪些家
用电器，每月大概用多少电，
他都一清二楚。各村寨外出打
工的人越来越多，村子里的空
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不少。帮助
老人孩子，成了韦成刚的一份
责任。同心村打边组一位 89 岁
的空巢老人，一到冬天，双脚
生寒，韦成刚为老人送去保暖
鞋和棉衣。摆羊村翁仲组一位
80 岁 老 人 无 儿 无 女 ， 孤 苦 伶
仃，韦成刚每月对老人的室内
线路、灯具、开关、插座进行
安全检查，确保老人亮堂用
电，隔三差五还给老人带去一
些蛋糕、糖果。韦成刚还资助
着村里的 3 个留守儿童，为他
们购买书包、笔、本子等学习
用品，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
韦成刚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贵州省优秀共产党员、贵
州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108 尤良英

尤良英，女，汉族，1970 年
4 月生，中共预备党员，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一师 13 团 11 连职工。
2005 年，皮山县农民麦麦
提图如普·穆萨克因受雇采棉
与尤良英相识。此后，尤良英
不仅手把手教会他种植棉花、
红枣，还先后借给他 20 余万元
渡过难关，发展果品种植， 17
次横穿沙漠去现场指导修剪、
疏密、扩冠、环割等技术环
节，引导他和村里乡亲们走上
勤劳致富之路，“帮助一个人、
带动一批人、致富一群人”，谱
写了一曲助人为乐、民族团结
之歌。
2006 年 1 月，因为妻子重病
急需用钱，四处借钱无果的麦麦
提图如普·穆萨克，抱着一线希
望，给尤良英打电话，向她借 1
万元。家里年收入也才 3 万，最
重要的是，当时对麦麦提图如
普·穆萨克了解不多，尤良英有
些犹豫，但想到这钱能救命，还

是答应下来，并约定 3 个月后还
款。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靠低
保养活着老人和几个孩子，妻子
生病欠下 3 万多元债务，家里一
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见到麦麦
提图如普·穆萨克家如此贫穷，
尤良英被震惊了，她萌生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要帮助他们一家脱
贫致富。2006 年 4 月开始，麦麦
提图如普·穆萨克带着妻子孩子
住到了尤良英家里，为尤良英家
干农活儿，学习种植棉花、红
枣。在尤良英的帮助下，麦麦提
图如普·穆萨克养成科学的种植
观念，日子越过越红火。现在，
他种了 12 亩红枣、7 亩核桃，还
有葡萄、棉花等作物，盖了 3 间
新房，添置了冰箱等家用电器。
受尤良英无私助人、民族
互助精神的影响，麦麦提图如
普·穆萨克也把学到的先进技
术和生产理念，无偿传授给身
边的乡亲，帮助村民一同富
裕； 2015 年 7 月皮山县发生地
震，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把
房子无偿提供给 4 个汉族朋友
住，谱写了民族团结互助的新
篇章。
尤良英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标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道
德模范等称号，被授予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109 方敬

方敬，男，汉族， 1931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华东师范大
学退休教授。
1991 年，方敬从华东师范
大学退休，只身回到家乡苏北
的一个小渔村助学扶困、教化
乡邻。他倾尽 200 余万元积蓄成
立“景清奖学金”，资助 260 名
寒门学子步入高等院校。 26 年
崇文兴教、涵育乡风、反哺桑
梓，方敬老人成为一位远近闻
名、倍受尊崇的“新乡贤”。
1948 年，方敬考入上海华东
模范中学，因为家中贫困，他吃
不起午饭，每天中午靠喝水充
饥。一天，班主任胡景清老师发
现这一情况，便拉着方敬一起吃
饭。从此，胡老师把每顿午餐都
分出一半给方敬，直到他读完高
中。方敬深受老师影响，立志也
要做胡景清老师这样的人。
方敬任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华东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
究所副所长期间，每年都回到
家乡任庄村，用自己有限的工
资资助当地贫困学子。退休
后，方敬归返乡里，发挥余
热，致力于用教育回报家乡、
回报社会，设立以自己恩师名
字命名的“景清奖学金”，先后
资助 260 名贫困家庭的孩子进入
高等院校学习。 2011 年，方敬
罹患癌症，家人把他接回上海
治疗，劝他留在上海休养。但
是他总是惦记着家乡的学生，
身体稍有恢复，就回到他的
“景清书苑”和孩子们在一起。
方敬回到家乡的这 26 年，原来
连高中生都很少见的小渔村先
后走出 140 余位大学生。方敬的
谆谆教导，让人们改变“上学
不如上船，读书不如赚钱”的
观念。与此同时，他还免费为
乡村教师、学生等开设书法培
训班，致力打造文化小镇、艺
术小镇，镇里先后走出全国书
协会员 12 名。他言传身教，倡导
移风易俗，引领乡风文明，宋庄
镇成为有名的省级文明镇。方敬
的事迹和精神像火种在赣榆区蔓
延，党员干部以方敬为榜样，纷
纷学方敬、敬乡贤、作表率，尊
师重教在当地蔚然成风。
方敬荣登“中国好人榜”。

110 方光玉
方光玉，男，汉族， 1969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榆林鹤
翼航天航空科技创新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24 年来，方光玉秉承“让
财富成为爱的力量”理念，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致力于助学
兴教等公益事业，从扶危济困
到扶志立德，践行着助人为乐
的传统美德。

值观代言”等网络正能量传播
活动，得到广大市民交口称
赞。 14 年来，卢闯先后个人资
助贫困留守儿童 26 名、贫困大
学生 12 名，与 49 名空巢老人常
年结对子，累计志愿服务 8970
余小时，组织和参与网上网下
公益活动 7800 余次。
卢闯荣获全国首批优秀五
星级志愿者、辽宁省优秀共产
党员、辽宁省道德模范等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24年来，方光玉先后设立多个
基金，累计捐款捐物达 6960 多万
元。多次捐款为家乡通电、修路，
资助贫困生、慰问离休干部和农村
特困户 1930 名。他深知“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带领家
乡 500 多名农民外出学习，帮助他
们掌握谋生技能，使乡亲们摆脱了
贫困，过上了好日子。2000 年至
2008 年，他先后出资 1720 万元，
全额资助 296 名特困大学生完成学
业，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些
受助大学生的姓名，还定期通过网
络、面对面等交流方式关注孩子们
的学习成长。
方光玉认为，扶志立德胜
过扶危济困，建立家庭、学
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联动育人
体系十分重要。 2009 年，方光
玉在榆林市第十中学设立一项
600 万元冠名基金工程，帮助该
中学建起网络电教室、图书
馆。 2013 年 3 月，他又出资设
立 两 个 “1000 万 元 ” 工 程 ：
“1000 万元青少年品德教育”工
程、“1000 万元公民道德建设基
金 ” 工 程 ， 每 年 拿 出 100 万
元，对美德少年、美德教师、
美德家长、文明市民、诚信商
户、优秀志愿者、最美医生、
好公婆、好儿媳、十星级文明
户等各类榆林好人进行奖励。
截至 2016 年底，已评选奖励市
县道德模范、榆林好人、品德
模范教师、品德模范学生和品
德模范家长 2960 名。在方光玉
的带动下，身边有好人，处处
有温情，已成为塞上榆林一道
亮丽的风景。
方光玉荣获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陕
西省道德模范等称号，荣登
“中国好人榜”。

111 卢闯

卢闯，男，满族，1984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辽宁省盘锦市
广田热电集团人力资源部职工。
卢闯作为盘锦市网络文明
志愿者联盟负责人，在互联网
上，他与 3.2 万名志愿者共同传
播正能量，营造清朗网络空
间；互联网下，他们一起爱心
助学、敬老助残，将爱心的接
力棒在辽沈大地上传递，谱写
线上线下的爱心故事。
2003 年，刚上大学的卢闯
就注册成为一名志愿者。看到
部分同学将大把时间浪费在电
脑屏幕前，卢闯开始在学校发
表公开演讲，劝说同学戒除网
瘾。在他的感召下，一群志同
道合的同学聚到一起，成立沈
阳工程学院志愿者服务队。后
来，服务队扩大到校外，周边 3
所高校的同学们也加入志愿者
队伍，发展为“沈北大学城四
校志愿者联盟”，卢闯担任负责
人。在拯救“网瘾”少年的过
程中，卢闯到各个 QQ 群、论
坛、聊天室发起公益活动。
2008 年，他逐渐联络到愿意开
展公益活动的 QQ 群 83 个，成
立盘锦网络文明志愿者联盟。
至今，卢闯已经帮助近 200 名沉
迷网络游戏的青少年摆脱网瘾。
在开展志愿服务中，卢闯
和他的团队设计“共筑七彩
梦”关爱留守儿童、“捞人行
动”拯救网瘾青少年、“暖巢计
划”关爱空巢老人等多个爱心
活动，让广大志愿者既能在线
上有“精神感受”，又能在线下
找到具体“行动支点”。多年的
坚持，这些活动已经成为盘锦
市志愿服务的标杆。卢闯和志
愿者们组织的“志愿者网络日
记”“跟着郭明义学雷锋微博”
“微信分享活动”“我为核心价

112 田华

田华，女，汉族， 1928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
剧团原团长。
田华 1940 年入伍， 1990 年
离 休 ， 塑 造 《白 毛 女》 中 喜
儿、《党的女儿》 中李玉梅等家
喻户晓的银幕经典形象。她始
终把“演党的女儿，做党的女
儿”作为最高追求，离休后积
极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关心扶
助下一代成长成才，以实际行
动诠释一名文艺老兵的人民立
场和赤子情怀。
她不忘初心，以“革命人
永远是年轻”的信念在演出舞
台发挥余热。离休后，田华仍
心系舞台，每逢党、国家和军
队重大纪念活动，以及行业活
动、赈灾义演，她总是“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参加上百次
大型演出和慰问任务。 2009 年
参加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复兴
之路》 文艺晚会排练时，她突
犯急性骨膜炎，靠吃止疼片坚
持。 2011 年参加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90 周年 《我们的旗帜》
文艺晚会，左手骨折的她打着夹
板排演节目。2015 年，她强忍小
儿子刚刚离世的悲痛，参加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作为
抗战老兵代表接受检阅。
她不忘使命，以“还艺于
人民”的高尚艺德坚持到基层
为民为兵服务。作为有着 70 多
年党龄的文艺老兵，田华多次
跟随“老艺术家委员会”深入
油田、院校等单位慰问演出，
足迹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她
多次参加中国文联“送欢乐、
下基层”活动，把优秀精神作
品奉献给人民，把党的关怀传
递给群众。她跟随中央电视台
“心连心”艺术团走进老少边穷
地区，走进厂矿部队科研一
线，义务慰问演出。
她不忘党恩，以“永远做
党的好女儿”的赤子情怀投身
社会公益事业。田华始终坚守
不接广告的原则，拒绝铜臭之
气染身。她献身公益事业，长
期担任中华环保联合会常务理
事、北京青少年公益电影节形
象大使、中国榜样公益爱心大
使等，积极为老区孩子捐资助
学，多次到太行山、大别山等
革命老区，给孩子们送去书
本、文具。她创办田华艺术学
校致力培养艺术新人，每年新
生入学都亲自上一堂德育课，
教育学生们学艺先学做人。
田华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
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
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
誉章，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
电影艺术家”，荣获第十九届金
鸡百花奖终身成就奖、全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113 冯西见

冯西见，男，汉族， 1967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陕西省
西建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

告
事长、党委书记。
冯西见在做大做强企业的
同时，不忘回报社会，投入
3000 余万元帮贫助困支持公益
事业。他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物质助困、精神扶
贫中实现人生价值。
冯西见曾无偿为家乡修建
出山“致富公路”6.8 公里，资
助多名山区贫困失学儿童重返
课堂，并负担他们直至大学毕
业的一切费用。从 2012 年起，
西建集团每年为金台区宏文路
社区近 500 户困难群众发放救
助金 60 万元。他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使企业和金台区硖石镇
刘家底村、千阳县观明村结成
精准扶贫对子，为党分忧，为
群众解难。
2016 年 3 月 26 日，岐山县
青年侯天祥因营救落水少年英
勇牺牲后，冯西见第一时间为
侯天祥家属送去慰问金，并承
诺资助其两个年幼的孩子上
学，直至大学毕业。他还以
“好心人”的名义捐给眉县常兴
镇王登科 15 万元善款，助其完
成心脏移植手术，挽救了生命。
冯西见对老年公益事业热
情 投 入 。 2015 年 ， 在 他 的 全
力支持下，纯公益、全免费的
西建康城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建成使用。中心按照国家一级
示范标准建设，已接待老年人
3.5 万 余 人 次 ， 举 办 公 益 活 动
300 余场次。
2011 年 3 月，冯西见等人
牵头成立宝鸡市传统文化促进
会。6 年来，促进会为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服务精神文明建设
做了大量工作：连续举办四届
道 德 大 讲 堂 ， 投 入 近 300 万
元，开办小讲堂 400 多场，免
费 发 放 各 类 书 籍 、 光 盘 20 万
册。 2013 年，西建集团分别与
宝鸡电视台、眉县电视台合
作，开办了 《道德讲堂》 栏目
及 《道 行 天 下》 公 益 频 道 。
2016 年２月，由西建集团下属
的陕西长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与宝鸡电视台合作创办的
“文明频道”正式开播，为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搭起宣传平台。
冯西见荣获全国敬老爱老助
老模范人物、陕西省十大杰出青
年、陕西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114 尼玛次仁

尼玛次仁，男，藏族，
1978 年 10 月生，西藏自治区日
喀则市诺倍儿童福利院院长。
尼玛次仁是一个平凡的西
藏人，在他的身上，洋溢着温
暖的幸福，这幸福来自于他的
仁爱。他始终不忘自己踏踏实
实做慈善的初心，坚持发展福
利院事业，努力推动孤儿救助
工作，竭尽全力为孩子们付出。
尼玛次仁出生于日喀则市
桑珠孜区，9 个月大的时候，母
亲因病去世， 18 岁时父亲也去
世了。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
他对孤儿的处境有深刻的体
会，深知他们需要更多的同情
和关爱。 1997 年， 19 岁的尼玛
次仁进入布达拉宫管理处，从
事文物登记和布达拉宫讲解的
工作。之后他辞掉稳定的工
作，下海经商，为日后的慈善
事业打下经济基础。从 2007 年
开始，他骑着摩托车到很多偏
僻的地方，寻找需要帮助的孤
儿。山路崎岖，摔倒后他继续
前行，在这样的艰难行程中，
他 陆 续 收 养 了 13 名 来 自 仁 布
县、江孜县、日喀则市等地的
孤儿。 2008 年，经日喀则市民
政局批准，尼玛次仁成立了日
喀则市诺倍儿童福利院。
日喀则市诺倍儿童福利院
建成后，尼玛次仁始终不忘自
己踏踏实实做慈善的初心，坚
持发展福利院事业，大力推动
孤儿救助工作。如今，在诺倍
儿童福利院生活着来自不同地
方的 27 名孤儿，他们都是尼玛
次仁亲自打听后，一个一个接
到诺倍儿童福利院的。这些孩
子得到了尼玛次仁和福利院工
作人员的悉心照顾和教导，被
送进学校，接受正规的学校教

育。生活中，尼玛次仁特别注
重孩子们的思想品德教育，他
让这些孩子们懂得，除了要好
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回报社
会外，要始终怀有一颗善良的
心、一颗关爱他人的心。他用
他的爱心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用他的行动引领孩子们的未
来，用他的肩膀撑起孩子们的
天空。
2013 年 11 月底，尼玛次仁
参加了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卫
生发展促进会第三届少数民族
志愿者防艾滋病宣教培训。之
后，尼玛次仁以志愿者名义在
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
林芝市、那曲地区的学校、单
位、基层进行了 400 余次防艾
宣讲活动，成为西藏地区宣传
防治艾滋病的先锋，得到了有
关卫生机构的认可，也赢得了
群众好评。
尼玛次仁荣获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最美人物”等称号。

115 吕海英

吕海英，女，汉族， 1971
年 1 月生，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翠微
里小区居民。
从 1994 年开始从事公益事
业，吕海英在公益路上献爱不
辍。 23 年来，她参与志愿服务
时间累计超过 1 万小时，先后
资助 52 名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
学业，关爱 16 位孤残老人和 40
名单亲家庭留守儿童，个人捐
助资金累计达到 60 余万元。她
把公益从当初的“业余爱好”，
融为自己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
部分，并以一己之力，让大爱
的旗帜飘扬于人心的高地。
吕海英 22 岁到鄂尔多斯市准
格尔旗薛家湾镇打工，一次偶然
机会，她与当地的空巢老人石奶
奶建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的深厚感情。当石奶奶询问吕海
英“是否可以经常去看看其他空
巢老人”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可以”。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承
诺，让她从 1994 年起，一头扎进
志愿服务的“大海”，开启了公
益事业的远航。
吕海英曾为现年 80 多岁的残
疾老人周德科家义务担水 9 年，
其间吕海英虽被查出白血球偏低
和肩周炎，但她还是将病痛留给
自己，坚持每周两次、每次五担
水，风雨无阻，从没有让周家老
两口因为没水而担忧着急过。9
年来，吕海英哭过、摔倒过、肩
膀磨破过，但她一直坚持着，直
到周爷爷家有了自己的水井。除
了为周爷爷家担水，吕海英还为
两位老人洗脚、理发、买生活用
品、补贴生活费。如今，已经有
16 位孤残老人在吕海英的长期关
爱下安享晚年。
吕海英在准格尔旗薛家湾
镇打工时偶然结识了红霞，她
的助学路由此开始。红霞的母
亲患精神分裂症，父亲常年在
外工作，吕海英义不容辞地当
起了第二个“妈妈”，照顾红霞
的生活。后来，在电视上看到
贵州、云南等贫困山区的孩子
们，吕海英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并给予资助。23 年中，有 52 名
孩子得到她的长期资助。
2012 年，吕海英联合几位
爱心人士创办了准格尔义工协
会。5 年来，由她亲自策划、组
织并督导的 10 个常态化公益项
目利用社会资源成功运作，义
工从 11 名发展到 1000 多名，职
能部门从 3 个发展到 20 个。为
使志愿服务社会化、基层化、
企业化，她先后成立了 8 个基
层分会，并积极组织准格尔旗
志愿者培训活动等。
吕海英荣获全国首批五星级
优秀志愿者、内蒙古自治区道德模
范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116 刘源
刘源，男，汉族， 1977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国网成都市
高新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20 余年来，刘源始终牢记
“有呼必应、有难必帮”的誓言，

用贴心的服务和无私的奉献，为
需要帮助的人们点亮了“一盏盏
灯”，送去了光明与温暖，成为党
联系人民群众的一道连心桥。

2005 年 6 月，刘源加入成都
高新共产党员服务队，日复一
日坚守在电力服务第一线。在
日常的走街串巷工作中，刘源
发现他所工作的社区有不少生
活困难的空巢老人和残疾人需
要帮助。于是，他同队友一
道，与社区的困难群众结成对
子，开始了助人为乐、爱老敬
老的奉献历程。
10 余年来，刘源先后照顾帮
助了所在辖区 46 户孤寡老人和困
难群众。服务时间最长的，是一位
名叫杜德柱的空巢老人。杜老因高
位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刘源就像儿
子一样，耐心照顾着老人的日常
生活：从检查改造家中老旧电力
线路安全，到为老人买药送医，
再到端屎端尿、洗脚擦身。后
来，杜老搬出刘源所服务的社区
后，依旧不舍刘源对她的这份亲
情，而刘源也依旧风雨无阻地为
杜老服务。当老人即将离世，已
经说不出话的时候，却仍然久久
地握住刘源的手不愿放开……
细心的刘源发现，他所帮
扶的老人大多年事高、听力
差，经常听不到门铃。于是刘
源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发明
了一种能够发光提醒的门铃，
安装在老人们的家中。如今，
“爱心闪灯门铃”已经遍及辖区
数百户老人的家中。辖区里孤
寡、困难老人们的茶几和床头
上，都放着刘源的名片，在他
们心目中，刘源就是一位随叫
随到的“电力 110”。
12 年来，刘源先后走进藏
区虾扎希望小学、仪陇老区成
都电业希望小学，以及 20 多所
川电留守儿童之家，开展送爱
心、送温暖、捐资助学等活
动，慰问及帮扶孤寡老人、残
疾人、特困户 5000 余次，捐资
助学近千人次。
刘源荣获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四川省道德模
范、中央企业道德模范等称
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四川青年五四奖章，荣登
“中国好人榜”。

117 刘长城

刘长城，男，汉族，1965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山东省威海
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
从 1992 年开始做慈善， 25
年来，刘长城从孤身一人做慈
善，到组织动员一大批志愿者一
起帮助困难群体，再到通过项目
化运作实现志愿服务持久化，使
1200 余名无助、孤独、甚至厌世
的残障人士走出家庭，融入社
会，摆脱贫困，自立自强。
刘长城出生在威海经区泊
于镇盐滩村，年幼丧父，母亲
拉扯 4 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度
日，在乡亲们的接济下，他顺
利完成学业。从那时起，母亲
就经常告诉他，长大后一定要
学会感恩，多去帮助别人。从
1992 年开始，刘长城运用所学
专业法律知识为上百位职工讨
回公道。 1996 年，为帮助一名
打工妹拿到工伤赔偿，刘长城
领着女工的父亲把官司打到山
东省高院，历时两年，帮他们
一 次 性 拿 到 21.41 万 元 的 赔 偿
款。 2008 年 11 月，根据组织部
门安排，刘长城到文登区侯家
镇挂职党委副书记，负责招商
引资。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他
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自掏腰
包，四处“化缘”，筹集资金为

群众铺路架桥，帮助全镇 130
多户贫困家庭排忧解难。
在志愿服务实践中，刘长
城体会到，一个人的力量终究
有限，只有众人拾柴才能火焰
高。 2008 年 12 月，长城爱心大
本营正式成立。目前，长城爱
心大本营先后组织志愿者 4.13
万名、爱心企业 51 家，筹集、
捐赠公益善款 528.9 万元，开展
公益帮扶活动 240 余次，帮助
683 名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随着志愿服务活动的逐步深
入，刘长城感觉到要想使志愿服
务常态开展，就必须通过项目
化、品牌化来推动。 2015 年 10
月，长城爱心大本营开展了“轮
椅上的画家梦”助残项目，聘请
专业油画家免费教授绘画技能，
并统一销售。两年来，项目帮助
129 位残疾人售出 5700 多幅画
作 ， 其 中 79 人 月 收 入 达 3000
元。利用“互联网 + ”的思路，
2016 年，刘长城又发起“轮椅上
的电商梦”助残项目，帮助 77 人
实现就业。今年 5 月，3000 多平
方米的长城爱心大本营留守儿童
及外来务工子女关爱中心正式投
入使用，已为 300 余名留守儿童
及外来务工子女进行课程辅导、
亲情陪伴、心理健康辅导等，成
为他们另一个温暖的“家”。
刘长城荣获全国首批优秀五
星级志愿者、山东省道德模范等
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其
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118 刘凤英

刘凤英，女，汉族， 1950
年 6 月生，吉林省吉林市昌邑
区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
刘凤英是吉林市爱心家园的
发起人。有人说，上帝给你关上
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开启一扇
窗。年过花甲的刘凤英是一个癌
症患者，曾经做过 5 次大手术，
手术后她积极回报社会，用生命
点燃希望的蜡烛，使贫困者看到
了光明。
35 岁那年，刘凤英身患癌
症，爱人同年也因胰头癌去世。绝
望中的刘凤英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艰难地生活着，在社会上好心人的
关怀和帮助下，她奇迹般地活了下
来。从此，她抱定一个信念，用自
己的生命、爱心回报社会，感恩每
一位志愿者，救助每一位需要帮助
的人。
1996 年，大病初愈的刘凤
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了
孤儿院，开始做爱心妈妈，踏
上了扶贫助孤的第一站。从
此，她和她的志愿者们，坚持
救 助 周 边 的 13 个 敬 老 院 ， 近
2000 多位孤寡老人；救助 6 个
贫困村的近百名特困户，总救
助款近百万元。
道德感召他人，人格凝聚人
气。慢慢地，聚集在刘凤英身边献
爱心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大家商
量决定成立“爱心家园”志愿者服
务队，并一致推举刘凤英当园长。
从 1996 年到 2007 年，“爱心家园”
的队伍扩大到 800 多人。2007 年 4
月，刘凤英和她的“爱心家园”团
队正式加入吉林市红十字会，更名
为“吉林市红十字会爱心救助家
园”，下设69个分站。
汶川大地震期间，刘凤英和
志愿者四处募捐，天天忙到夜里
10 点多。因为过度劳累，她住进
了医院。在病床上，她还在不断
电话指挥。病友劝她别这么拼，
刘凤英说：“既然老天让我多活几
年，那活一天我就要使出一天的
力量。”“爱心家园”总计为灾区
募集近 60 万元捐款和棉被、衣物
等价值 5 万余元的物资，全部寄
往四川灾区。
20 多年来，刘凤英和她的团
队共救助 3000 多名贫困学生，救
助人口总数达到 3 万多人，募集
发放救助款 4000 余万元。救助物
资均以实物兑现，由爱心人士直
接把救助物品发到贫困户手里，
她的做法受到大家的赞赏与好评。
刘凤英荣获全国优秀敬老
志愿者、吉林省优秀志愿者标
兵等称号，其家庭被评为全国
“最美家庭”。
（下转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