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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王新华

王新华，女，汉族，1972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解放军第三〇
二医院妇产科护士长。

王新华从医近 30 年，不忘
初心、坚守诺言，忠实践行党员
宗旨，为广大传染病患者无私奉
献仁心大爱；牢记军人使命，勇
于挺身而出，多次投身重大任
务，为战胜危害极大的传染病疫
情做出突出贡献。

作为传染科医护工作者，每
当有重大疫情，王新华总是冲在
第一线，不惧危险、勇挑重担，践
行着入党时的铮铮誓言。2003
年非典肆虐，王新华一头扎进非
典病房，护理北京市第一批输入
性非典患者。与非典激战 106
个日夜，她经手护理的 30 多位
重症非典患者，无一例死亡。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
发生后，王新华主动请战奔赴抗
震救灾一线，协助做好灾区防疫
工作。2009 年，“甲流”疫情暴
发，王新华在传染病房一干就是
3个月，所护理的 20多位患者全
部康复出院，为医院实现“甲流”
防控“工作人员零感染、来源病
人零漏诊、确诊病人零死亡、疑
似病人早诊断”的目标作出有力
贡献。

在小儿肝病科工作期间，王
新华视患者如亲人，信守医德仁
心。她照顾患儿就像呵护自己
的孩子一样，打针敷药、喂奶把
尿，用母爱精心护理每一位患
儿。她与无数患儿家庭结下深
厚感情，许多患儿长大后都亲切
地称她“王妈妈”。担任妇产中
心护士长后，她刻苦钻研学习，
掌握国内外传染病妇产护理知
识和管理经验。6 年多来，有
2000 多名乙肝产妇在妇产科顺
利生产，98%以上的新生儿成为
健康宝宝。

王新华经常代表国家参加
援外抢险救灾、疫情防控和医疗
救助任务，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兑现南丁格尔誓言。2013年，她
被确诊为宫颈癌。术后三个月，
她就主动要求随和平方舟号医
院船赴菲律宾，参加强台风“海
燕”灾后医疗救助行动。2014年
9 月，王新华主动请缨赴塞拉利
昂执行抗击埃博拉疫情任务。
作为第一批援塞医疗队护士长，
她参与制定 68 类 243 条诊疗制
度和防护措施。

王新华荣获全军爱军精武
标兵等称号，被授予第四十五届

“南丁格尔”奖章，荣立三等功
2次。

308 毛本义

毛本义，男，汉族，1938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江西省吉安市
峡江县地方税务局退休干部。

1957年，毛本义在自己的记
事本上写下誓言：“我要终生宣
传好党的事业。”60 年来，他秉
持虔诚执着的信念，采取集报、
剪报、研报、用报的特殊方式，讲
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国精神，书
写“爱国爱党、终生不悔”的人生
篇章。

毛本义出生在一个贫穷山
村，直到 1949 年家乡解放后才
有机会读书。在他心中，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他的新生活。因此，他从
19岁开始就许下誓言：要用一生
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终生宣传党的成就、党的
事业。

毛本义深知要搞好宣传，报
纸是重要载体。他在工作之余，
大量读报、剪报，写新闻、写感

悟。退居二线后，更加专注于集
报、剪报、研报、用报。为收集报
纸素材，他经常钻到废品收购站
一待就是一整天，经常奔波全国
各地参加集报交流会。一身旧
制服穿了 20 多年舍不得扔，他
却舍得每年花费几千元购买报
纸。如今，他的“家庭报馆”已经
收集 2120 个种类的 1.8 万余份
报纸，犹如一套百科全书。

集报的目的是用报，是为更
好宣传党的事业和成就。毛本
义经过潜心研读，将自己的藏报
进行分类组合，先后编集“国庆
特刊”“党的生日”“革命英烈”

“长征”“抗战”等 36 个专题，经
常背着这些专题材料走进工厂、
社区、学校进行免费巡展。路
远，他就挤公共汽车；路近，他就
骑自行车。展出时，他为大家认
真讲解每份报纸的内容、背景和
意义，让集报作品最大限度地发
挥社会效益。

2013 年 3月，他整理出百余
份有关雷锋精神的报纸和手抄
资料，举办雷锋精神集报展，纪念
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0
周年；2013年12月，举行“纪念毛
泽东诞辰 120 周年”主题巡回报
展，给大家讲述毛泽东故事，共同
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2014 年 4
月，举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主
题报展；2015年10月，举办“新理
念新局面”专题报展，从“依法治
国”“从严治党”“军队改革”“中国
外交”等方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新成就⋯⋯

毕生追求终不悔。毛本义
说：“我会把讲好中国故事、传承
中国精神的公益报展一直做下
去，直到做不动为止。”

309 毛师花

毛师花，女，汉族，1933 年 7
月生，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黄坛
口乡黄坛口村村民。

毛师花为黄坛口乡中心小
学的孩子们提供早餐，坚持 25
年早餐不涨价，她卖的鸡蛋饼、
豆浆、粽子、稀饭⋯⋯样样都是
五毛钱。她不担心利润，只担心
孩子们是否会挨饿，是否吃得干
净卫生，被人们称为“有良心的
早餐”。

毛师花是浙江省衢州市衢
江区黄坛口村早餐摊摊主，岁月
不断流逝，物价不断上涨，毛师
花老人却始终坚持早餐不涨价，
以“每样 5 毛”的良心价温暖周
边做工的人们和上学的孩子，被
老 百 姓 亲 切 地 称 为“ 早 饭 奶
奶”。毛师花的一天大多从凌晨
1 点开始，起床后她便紧锣密鼓
地生煤炉、炒菜做馅、蒸粽子
⋯⋯凌晨 5点左右，她用三轮车
分两次把早餐铺的东西运到路
口，在漆黑一片中坐定，开始煎
蛋饼和糯米粿。豆浆是凌晨现
磨的，鸭蛋用的是当地最好的，
馅儿也放得特实在，毛师花对自
己做早餐的用料十分“慷慨”，但
对自己起早贪黑做早餐生意的
利润却很是“糊涂”。问成本，她
没有算过；问利润，她甚至不知
道是赚是赔。每当别人问起这
些，毛师花最常说的是：“刚好差
不多。”毛师花似乎没有把这当
作生意，更像是在为自己家的孩
子做早餐。她担心的是，一早从
山里赶来的学生会不会饿肚子，
如果饿着肚子孩子们怎么能好
好上学；她担心的是，不少学生
的家庭条件并不好，如果加价
了，学生们能不能吃饱。对孩子
发自心底的怜爱，是毛师花 25
年卖早餐不涨价的主要原因。
从小吃毛师花早餐长大的毛磊
说，毛师花奶奶售卖的早餐样式
不多，也并不特别，“但里面掺了
很多很多感情”。

毛师花育有两儿两女，子女
都不在身边，儿女们多次想接她
到城里享享清福，都被她拒绝
了。毛师花说：“我一辈子都没
停下来，去了城里，每天只能看
看电视、走走路，会闲出病的。”
毛师花喜欢孩子，来吃早餐的孩
子们唤她一声“奶奶”，她就觉得
精神特别好。早晨 5 点出门，8
点收摊，毛师花说那 3个小时是

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毛师
花 经 营 早 餐 铺 的 钱 来 自 每 月
1040元的养老金，这笔钱由儿子
叶发帮助领取，用来帮她购置面
粉、糯米等物资。叶仙两姐妹则
帮老母亲添置煤炉、调料等物
品。儿女们尽可能地帮毛师花
解决问题，让她能无忧无虑地做
喜欢的事情。

在黄坛口乡，毛师花得到了
村民们的敬重，很多村民以各自
的方式支持她，比如将食材以成
本价卖给她。他们说，我们的孩
子都吃过她的早餐，希望有更多
的孩子能吃到她卖的早餐。

毛师花荣登“中国好人榜”。

310 乌兰图娅

乌兰图娅，女，蒙古族，1976
年 2月生，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
勒盟苏尼特左旗伊克塞牧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乌兰图娅 1998 年创建伊克
塞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她凭
借诚信经营和贴心服务，诚心实
意为牧民提供帮助，为当地牧区
转移牧民、毕业大学生、下岗职
工提供就业岗位，赢得了牧民的
信任和赞许。

20 世纪 90 年代，兽药经营
产品单一，作为牧民的乌兰图娅
看到了兽药的无限商机，她抓住
机会承包了苏尼特左旗当时唯
一一家兽药经营企业。创业之
路坎坷艰难。她在经营中始终
把“德为先、诚为本、一点一滴铸
就诚信”的服务贯彻到创业当
中，始终注意维护企业的良好形
象，本着“诚信、求实、创新、进
取”理念，真诚对待每一位顾客，
保证消费者放心购物，把信誉和
顾客的满意作为商品生存和企
业发展的根本，讲究诚实守信，
体现货真价实。对于顾客投诉，
只要合情合理，都及时给予解
决，想顾客所想，急顾客所急。
她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诚实守
信，这些成为企业开拓进取的生
命线，“伊克塞”品牌通过乌兰图
娅的努力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家
喻户晓。公司开设 42 家直营
店，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为
牧区转移牧民、毕业大学生、下
岗 职 工 提 供 了 200 多 个 就 业
岗位。

工作中，乌兰图娅认真严谨
的作风是每一位职工的榜样；生
活中，乌兰图娅平易近人，关爱
职工。成功创业后，她不忘自己
是牧区走出来的孩子，心系牧
区，积极回报社会。在每年春季
牧民们最繁忙的季节里，她都集
中组织企业人员开展下乡慰问
活动，一村一户送温暖，累计走
访 10 万余户。她还陆续拿出上
百万资金，把慰问礼品、接羔保
畜的药品无偿赠送到牧民手中，
让牧民感受到一个牧区孩子真
诚真心的反哺之爱。

乌兰图娅荣获全国三八红
旗手等称号。

311 艾买尔·依提

艾买尔·依提，男，维吾尔
族，1944年 2月生，中共党员，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叶城
县民政局退休工人。

他为战友守墓，毕其一生陪
伴为国捐躯的英烈。艾买尔·依
提是一名老兵，1970 年，当得知
叶城县烈士陵园招聘工作人员
后，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 6个月
的孩子搬进了烈士陵园，一守就
是 47 年。他像戈壁红柳一般，
和寂寞作伴，与艰苦为伍，绽放
出令人赞叹的生命光芒。

艾买尔·依提1960年4月参
军，1962年参加了边境自卫反击

战。1968年从部队退伍返乡后，
艾买尔·依提被分配到家乡叶城
县佰西热克乡 16 村担任村党支
部书记。1970年，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
在叶城县修建了烈士陵园。听
说烈士陵园招募守墓人，艾买
尔·依提立即辞去工作，主动要
求为牺牲的战友守墓，带着妻儿
举家搬进烈士陵园的一间小屋，
开始了自己的守墓人生活，从此
再也没有离开过。艾买尔·依提
常说：“他们是我的战友，在一个
战壕里待过，我不能让死去的战
友们孤单、寂寞。”

昆仑山脚下的叶城县紧邻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终年干旱少
雨，再加上当时经济困难，经费
投入不足，戈壁滩上建起的烈士
陵园内一片荒凉。“地上都是野
草，沙土很多，周围一棵树也没
有，风刮起来，到处是黄土。”艾
买尔·依提回忆说，他没有等靠
国家帮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
拿起铁锹，自己动手植树造林，
美化陵园环境。艾买尔·依提一
边从三四公里外的水闸引水，一
边带领全家老小栽种树木。按
照汉族人的习惯，他在罗光燮、
王忠殿等英雄墓碑前栽下了青
松翠柏，在司马义·买买提烈士
墓前栽下了两棵桃树，“因为维
吾尔族人喜欢果树，地下的战友
可以春见桃花、秋闻果香”。

慢慢的，艾买尔·依提年纪
大了，他很担心今后的工作谁来
干。大儿子艾尼瓦尔·艾买尔知
道了爸爸的心思后，2002年辞去
工厂的工作，来到烈士陵园接替
了爸爸的工作。叶城县烈士陵
园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清
明节以及重大纪念日，艾买尔·
依提一家人都会提前洒扫陵园
的每一个角落，祭奠陵园内的烈
士。40 多年来，艾买尔·依提一
家两代人守护着烈士陵园，对于
艾买尔·依提一家人来说，烈士
陵园里长眠的每一位烈士不仅
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更是
难以舍弃的伙伴。

艾买尔·依提荣获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312 旦增列单

旦增列单，男，藏族，1991年
1月生，共青团员，西藏山南羊湖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旦增列单，一个质朴的藏
民，坚守做人诚实、做事踏实、诚
信经营、承担责任的理念，带领
员工发展企业生产，积极响应党
委政府号召，参与脱贫攻坚，为
贫困农牧民及困难员工增收致
富做出了积极贡献。

旦增列单 2011 年担任西藏
山南羊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
经理以来，坚持“以诚取信、以信
取胜”的工作理念，把诚实守信
作为发展事业的基本原则。公
司签订了不计其数的工程承揽
合同和工程合作协议，始终做到

“守合同、重信用”，从未发生过
任 何 违 纪 违 约 和 合 同 纠 纷 事
件。对待员工，无论是公司正式
员工还是临时雇佣工，都以市场
行情、签订合同为标准，体现“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及时足额发
放工资、兑现福利奖金，从不拖
欠一分一毫，从未出现过因拖欠
员工工资被投诉、起诉现象，赢
得了职工的赞誉和信任。在农
民工心中，即使工资略少些，大
家都愿意在他的公司上班、打
工。公司也因此被评为“全国诚
信守法乡镇企业”“守合同重信
用单位”“全国乡镇企业质量工
作先进单位”。

旦增列单认为，企业发展来
之于民、用之于民，必须勇于承
担肩负的社会责任。旦增列单
带领公司积极响应号召，与浪卡
子县地域面积最广、人口最多、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最差、贫困面
积最大、脱贫任务最重的伦布雪
乡结成帮扶对子。他深入实地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调研，结合实
际，投入新建氆氇编织、藏被缝
纫加工厂，为贫困农牧民及公司
困难员工增收致富发挥重要作
用。2011 年到 2016 年间，西藏
山南羊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帮

助农牧民群众 13345 人就业，农
牧民工现金收入达3.0367亿元，
其中贫困人员收入达 2.0649 亿
元，实现了浪卡子籍 986 户脱
贫，其中 10%的家庭已达到小康
水平。

旦增列单积极参与社会公
益活动，捐款100.25万元资金建
立“羊湖子女”教育基金。为农
牧民建房、医疗、学费、购买农牧
业生产资料等捐款捐物，总资金
达616万元。

旦增列单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

313 史庆明

史庆明，男，汉族，1959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二十三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

担任粮店主任以来，他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兑现着为民服务
的承诺，诠释着诚信的内涵，将
一家普通粮店发展为集生产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有限公司。20
多年中，企业没有一次因违反政
策规定受到过处罚，没有一次因
短斤少两、质价问题遭到投诉，
树立了诚信经营形象。

史庆明办企业靠诚信。他
坚持“三不进货”原则，不是正规
厂家不进货、没有检验合格证不
进货、二道贩子手里不进货，对
上门推销、许以回扣的坚决抵
制。销售时，外进货售前必须进
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立即停
售，决不让顾客受损失。粮店经
营的五大类 100 多个品种的商
品，全部明码实价，严把质量
关。抗击非典期间，食盐脱销，
有的粮店趁机涨价，史庆明却坚
持保质保量不提价，敞开供应，
仅此一项就少赚20多万元。

史庆明为民服务讲诚信。
他每天早晨都带领员工向国旗
宣誓，让诚信立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理念铭刻在每一名
员工心中。他们率先实行市区
免费送货，粮店为顾客送货 5万
多次，运送粮油 4 万多吨，史庆
明本人驾车送货 1000 多次，运
送量 200 多吨。老红军、对革命
有特殊贡献的老同志买粮油一
律 5%优惠，老顾客买货钱不够
或装具不够，可以向粮店赊和借
用，拉近了粮店与群众的距离。
所以，供应区内有的顾客搬走
了，仍要舍近求远坐公交车来买
粮油，粮店恪守诚信的“金字招
牌”让群众信赖。

史庆明用自己的奉献维护
诚信观。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规
定，他的工资可以高出职工两
倍，但他坚持不多拿一分钱，将
至少 10 万元应得的收入留给了
企业。他几乎没有节假日，把粮
店当成自己的家，把职工都当成
自己的兄弟姐妹，不管哪里有个
大事小情都跑前跑后。史庆明
引进了速冻饺子生产线，可生产
10 多种饺子，日产量 1000 多公
斤。一次，由于存储原料的冷柜
出现故障，导致 300 多公斤的猪
肉腐败变质，史庆明毫不犹豫地
将变质的猪肉全部销毁，宁可损
失经济利益，也不能砸了企业的

“牌子”。靠诚信，他们生产的汤
圆、饺子等 20 多个品种迅速在
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史庆明荣获黑龙江省诚实
守信道德模范等称号。

314 刘文新

刘文新，男，汉族，1972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省信阳市
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文新把诚信当作经商的
通行证，把质量当作立身的根

基，使企业不断做强。他恪守信
用，从不拖欠茶农一分钱；他公
开承诺，只要消费者不满意，一
律无条件免费退换。

1992年，刘文新成立信阳市
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2003
年，又成立文新茶叶合作社，走

“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之
路，无偿为茶农提供技术服务，
实施订金提前预付、原料优价收
购、年终优者返利等惠农举措，
公司收购茶叶从没欠过茶农一
分钱。2014年春节前夕，浉河港
新湾村和郝家冲村的部分茶园
租金到期，公司资金却异常紧
张。茶农说，缓一缓，过完年给
也一样。但刘文新想方设法压
缩其他开支，甚至把夫妻俩的工
资全部拿出来，赶在腊月二十六
把130多万元租金支付到位。

为确保茶叶品质，刘文新引
入 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HACCP等国际认证标准。在产
品质量出厂检验时，公司要求每
一项产品质量指标必须严格高
于国家标准。2012 年刘文新斥
资近 2000 万元，建起了一流的
实验室，所有茶叶批批自检，自
检合格后，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复检。多年来，送检的
文新茶没有发现一批不合格。
在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直营专
卖店和加盟店里，随便选出任何
一款茶叶，都能查到出自哪一块
茶园。这种近乎苛刻的产品质
量可追溯体系，让每一袋茶叶都
拥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在贷
款审核愈加严格的当下，刘文新
的诚信就是畅通无阻的“通行
证”。时至今日，他没有一笔贷
款欠息、逾期。刘文新说：“你必
须以诚待人，别人才会以诚相
报，才能赢得大家的信任，才能
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文新，我信得过！”和他打
过交道的人都会这么认定。因
为“信得过”，茶农都愿意把茶卖
给文新；因为“信得过”，企业员
工团结一心，公司里十几、二十
几年的“元老”比比皆是；因为

“信得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
定了文新。

刘文新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315 刘发英

刘发英，女，土家族，1970年
3月生，中共党员，湖北省长阳土
家族自治县花坪小学副校长。

从 2005 年开始，刘发英以
“英子姐姐”为网名开展网络助
学，并首创全透明的“一对一”网
络助学模式，搭建起网络公益的
信义桥梁。起初，她满怀爱心，
却遭遇质疑，但她不改初衷，用
12 年的执着与真诚书写了一段
网络助学诚信传奇。

为赢得网络公益人士信任，
她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单位、电
话等信息在网上公布，坚持亲自
走访每一个贫困学生家庭，详细
收集学生资料，并不厌其烦地将
这些资料拍照后上传到“英子姐
姐”助学网“待资助信息”板块，
网友只要点击一下，就能了解学
生基本情况，选择资助对象，并
通过网页留下的电话和地址，通
过询问或者实地回访等方式加
以验证。当“一对一”资助款一
到账，她又把相关信息转到“已
资助信息”板块，公布该学生资
助人的网名、资助金额等，并督
促学生与资助人取得联系。团
队中法律顾问则像“纪委书记”
一样，一一电话回访核实相关情
况。所有资助人和受助学生只
要在助学网站上输入他们的名
字，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资助与
受助情况。

“有人用网络恶搞，有人用
网络出名，她却用真诚与信义凝
聚四海爱心。”江苏常州黑牡丹
公司退休老人戴先生用近半年
时间挑选全国助学网站后，感动
于刘发英诚信助学的执着与无
私，先后通过刘发英和她的助学
团队资助12名贫困学生共21万
余元。2017年 3月，戴先生义捐
200万元设立了“英子姐姐”助学
基金。

在刘发英的工作室，保存着

100 多本厚厚的“信义爱心账
本”，详细记录着 12年来每一笔
捐款的来源，捐款人地址、电话
号码、QQ号、金额，受捐学生姓
名、学校、年级等重要信息，包括
全部汇款和转款单据复印件存
档。这 100 多本助学登记册，记
载着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0 多位网络公益人士跨越民
族与国界的无疆大爱，也积淀和
见证了刘发英及其团队 12 年倾
情 助 学 的 至 臻 之 爱 与 无 价 信
义。12年来，刘发英坚持以诚聚
爱，以信取义，终于赢得 1700 余
名网络爱心人士信赖，募集爱心
助学善款 1680 多万元，资助了
2780 名大山里的贫困孩子实现
求学梦想。

刘发英荣获全国先进工作
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被
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登

“中国好人榜”。

316 安树堂

安树堂，男，汉族，1969 年 7
月生，辽宁省沈阳市诚沐池浴池
经理。

安树堂在浴池拆迁、个人利
益受损的情况下不避不怨，在浴
池旧址“蹲守”一个多月，集中退
还顾客 4 万多元澡票。他诚实
守信、诚信经营的做法被群众交
口称赞，新开张的浴池一周内就
卖出10万元的澡票。

安树堂是沈阳市的一名外
来务工人员，2012年5月投资30
多万元开了一家大众浴池。但
仅一年后，因城市统一规划，浴
池需要拆迁。听到这消息，安树
堂当时就蒙了：刨去 7万元的房
租和人工、水电等各种经营成
本，仅先期装修改造投入的成本
就有 10 多万元没收回来，日渐
红火的生意就这样被一盆冷水
浇灭了。“一定要先把联票款退
回去”，冷静下来的安树堂首先
想到退钱，而不是怎么把赔进去
的钱赚回来。2013年6月29日，
浴池被铲车推倒了，安树堂就在
废墟旁摆上方桌，工工整整写了
一张告示：“浴池因拆迁停止营
业，为保护广大顾客的切身利
益，顾客们手中有剩余的联票请
尽快来退票，望广大顾客互相转
告。”那段时间，安树堂每天凌晨
5点来到浴池旧址，直到夜里 11
点钟，始终坚守在方桌旁，等着
来退票的顾客。“蹲守”了一个多
月，安树堂用借来的钱集中退还
了顾客 4 万多元的联票款。过
了集中退票期后，安树堂一算，
手里还有几千块钱的联票款没
有退回去。此后，无论走到哪
里，安树堂随身都备好钱，随时
准备着退票。终于，大约半年
后，联票款全部退完。安树堂用
实际行动，兑现了一年前给顾客
作出的浴池停业一定退款的承
诺。凭借着诚实守信的良好信
誉，浴池动迁一年之后，安树堂
利用从十几位朋友处借来的 40
多万元资金，在 2014 年 10 月 18
日，又开了一家新的大众浴池，
取名“诚沐池”。开业当天，“诚
沐池”就卖出联票一万多张，一
周之内卖出两万余张，价值 10
万元。那一张张联票，就是居民
们给安树堂诚实守信投出的赞

“诚”票。
在经营过程中，“诚沐池”对

残疾人免费，对低保户免费，每
年春节初一至初六、五一劳动节
三天假期免费⋯⋯“诚沐池”每
年都要向所在社区里的困难家
庭赠送联票，近 3年来送出联票
近万张。眼看着残疾人洗浴的
艰难，安树堂计划为残疾人建一
个无障碍浴池，让轮椅可以直接
推进浴池，这是安树堂在心中对
残疾人作出的承诺，人们相信他
的承诺一定能够兑现。

安树堂荣获辽宁省道德模
范等称号。

317 农华安

农华安，男，汉族，1980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广西壮族自治
区蒙山县西河镇古娄村党总支
书记。

农华安坚持诚信经营，大力

发展无公害生态种植业，宁做亏
本生意，也要保证农作物无毒无
害。靠着诚实守信的品质和不
怕苦、不怕累的干劲，农华安积
极发动周边农户一起组建合作
社，带动了村民和返乡农民工就
业增收。

2008年，农华安不顾亲人反
对，放弃在广东的高薪工作，带
着务工挣下的 10 多万元和掌握
的市场信息回到家乡，建成 120
多亩的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发
动周边蔬菜种植农户组建“华安
蔬菜专业合作社”。2010 年冬，
农华安与批发商签订白菜收购
订单，后因天气转暖，白菜市场
价下降，批发商拒绝按事先约定
的价格收购白菜。为信守承诺，
农华安按承诺价收购了社员种
植 的 全 部 白 菜 ，亏 损 10 多 万
元。2016年，农华安与两个中学
签订蔬菜供应合同。因雨季提
前到来，市场上蔬菜价格不断上
涨，如按当时市场价，农华安可
多赚 9.6 万元，但他还是按合同
订购价，不加价不减量地向学校
供应蔬菜。很多人都说他傻，净
做亏本生意，他却说：“虽然亏了
点，但心安。”

农华安常说：“搞种植就要
讲良心，特别是吃到嘴里的，绝
不能沾毒带假。”2011年，农华安
带领社员种植生姜。因农药代
替人工除草杀虫作业的成本低，
有些社员想这样干。他得知后，
马上劝说社员，生姜虽然长在地
下，但还是会受到农药的渗透，
除 草 剂 还 会 影 响 到 姜 苗 的 生
长。“我们要本着自己的良心去
种植，宁愿不赚钱，也不能坏了
合作社的名声，更不能种有毒的
东西害人。”在他的劝说下，社员
们放弃了喷洒农药的想法。为
鼓励社员坚持采用无公害的生
态种植方式，农华安对无催熟剂
的番茄每斤收购价提高 5毛钱，
为此他的成本增加了6万元。

农华安致富不忘回报社会，
想方设法为村民办实事好事。
他争取项目和经费 3500 万元，
建成 4 条共 8 公里的水泥村道、
15 条共 18 公里的水利渠道、25
公 里 机 耕 路 、1 座 300 米 的 大
桥。他还经常参加公益活动，捐
资 10.3 万元帮助村里平整文化
活动中心土地、安装路灯，帮扶
慰问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 70 多
次。他积极响应脱贫攻坚号召，
结对帮扶 6户困难家庭，吸纳更
多村民加入合作社，提供技术服
务 320 多次，带领他们走上致富
之路。如今，合作社已有社员
200 多名、蔬菜生产基地 12 个，
种植规模扩大到 1800 多亩，为
村民创造了300多个就业岗位。

农华安荣获广西壮族自治
区劳动模范等称号。

318 李文忠

李文忠，男，汉族，1963 年 2
月生，陕西中飞钢构有限公司总
经理。

他虽躯体残疾，但身残志
坚、艰苦创业；面临竞争，始
终坚持诚信为本、重诺守则；
历经窘境，却独自承担，从不
拖欠工人分毫⋯⋯20 年来，李
文忠用“尽本分、守信用”的
人生信念照亮着自己人生的道
路 ， 也 温 暖 着 身 边 的 每 一 个
人。

李文忠小时候因病导致腿
部残疾，饱尝正常人难以想象的
艰辛。为了一家人生活得更好，
他卖过草绳、扎过灯笼、做过建
筑工等。1995年，李文忠成立中
飞彩钢工程部，涉足彩钢钢构
市场。

（下转第十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