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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样子，就是雷锋的样子

新闻NEWS

雷锋来自百姓
百姓可成雷锋

在新抚区一个外卖站点见
到卢旭东时， 已经是傍晚 5 点
多，记者刚要和他打招呼，他却
急匆匆向前走———原来他是去
帮助一位司机将车停到停车位。

1976 年出生的卢旭东是地
地道道的抚顺人，因两次疏导交
通为消防车争取宝贵救援时间，
获得全国网友点赞，被亲切地称
为“外卖侠”。

卢旭东 2018 年开始做外卖
骑手。一年到头，除了大年三十和
孩子生日， 卢旭东每天早 7 点准
时上岗， 半夜卸下一身装备疲惫
回家。 在有风有雨有烈日有暴雪
的送餐途中， 他书写一个又一个
令人暖心的故事，从疏导交通、勇
斗劫匪到救助摔倒老人……

记者注意到卢旭东胸前别
着闪亮的党员徽章。“无论春秋
冬夏，我都会这么做。 当有人给
我竖大拇指的时候，我希望他们
能看到这枚光荣的徽章。 ”说到
这，皮肤黝黑、身材较瘦的卢旭
东脸上洋溢着质朴的微笑。

第十六届“百姓雷锋”颁奖词
送给卢旭东的是这样一句话：“你
既为生计跑单，更为生命抢单，你
单薄的身影，因为爱而变得生动，
走到哪里都是流动的风景。 ”

第一届“百姓雷锋”称号获
得者袁存泉一生堪称传奇，有人
这样赞美他： 你身体不能站起，
精神却顽强屹立！

从抚顺市内，驱车来到袁存
泉家所在的清原满族自治县南
山城镇黑瞎子沟村，整整 3 个小
时车程。 一路上，盘山道覆盖着
积雪，路滑难行。

一进门，外屋一整货架的蜂
蜜映入眼帘，袁存泉躺在里屋炕
上的长木板上。 里屋是两个放满
书的书柜。“我有个网店，外屋的
蜂蜜、土特产都是本村村民放在
我这里寄卖的；我的卧室就是书
屋，大家随时可以来看。 ”由于颈
椎受损、高位截瘫，袁存泉只能
仰起头跟记者对话，眼神清澈。

1995 年，袁存泉赶牛车上山
捡柴，雪天路滑，牛受惊后他跌
下车， 被牛踩到颈椎后失去意
识。“为了不让家人操心，我开始
叼着笔写作， 咬坏了 200 多根
笔，写下了 200 余万字。 后来，在
残联的帮助下， 我开了一家网
店，帮村民卖山货。 ”袁存泉说，
随着自身影响力扩大，他开始探
索更多助人方式。

“我和爱心团队为一些残疾
人提供电脑或智能手机，让他们
做客服、开网店，或者培养他们

养蜂、种地。 ”袁存泉说，他多动
动脑子，或许就能多帮一个人。

离开袁存泉家，记者驱车前
往南山城镇中堡村黄海燕家。 与
袁存泉家略显冷清不同，黄海燕
家人头攒动，很是热闹。

“我家人口多是吧？ 但其实
这是好几家人。 ”刚进屋，快人快
语的黄海燕就开始介绍这个特
殊的家庭。“现在家里除了我和
我爱人，还固定住着 4 个人。 这
是小邵和他妈妈，孩子有智力残
疾，他妈妈是聋哑人；这是于普
元， 一只眼睛失明， 今年 72 岁
了，在我家住了 20 多年……”

30 多年来，黄海燕先后将 11
名残疾人或孤寡老人接到家中
同住、照顾，最多时同时有 7 个
人在她家住。

为了不给村里人添麻烦，黄
海燕选择到远离村庄的地方建
房居住。 举目四望，白雪之下，小
山坳、水库旁，陪伴她的，除了这
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人，只有
鸭鸣和犬吠。

用布满老茧的手摸着脸上
的皱纹，黄海燕大笑着自嘲：“海
燕没有心！ 傻！ ”可周围的人却
说：“海燕有慈心！ ”

如袁存泉、黄海燕一样的普
通农民，他们自己的生活也许不
尽如人意，但他们却靠自己的所
作所为在山间沟壑， 点亮希望、
温暖寒冬。

记者在“百姓雷锋”行业统
计表上看到，175 位“百姓雷锋”
来自工人、农民、个体经营者、社
区干部、 教育工作者等 13 个行
业， 其中工人的比例最高，占
26%；从年龄上看，年轻人的比例
在持续增加，目前已达到 16%。

“百姓雷锋”像繁星
点亮了“雷锋城”

13 岁的卢祉宏是抚顺市实
验中学初一学生，刚过去的寒假
对他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他顶着
寒风三次跟着第八届“百姓雷
锋”爱心团队到顺城区河北乡中
心敬老院为老人服务。

他在《跟着“百姓雷锋”学雷
锋———一个中学生心目中的雷
锋精神》的作文中，描写了一位
年近 90 岁的“百姓雷锋” 姚恩
亮。 他写道：“听妈妈讲，姚爷爷
20 多年来照顾三位孤寡老人，资
助 6 名农村贫困学生成才，在社
区办黑板报《党员之家》22 年，用
粉笔书写了 30 多万字。 妈妈讲
完这段话， 又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姚爷爷一直在学雷锋，做雷
锋，好好向你姚爷爷学习。 ’”

在顺城区新华街道泽麟社
区一栋老居民楼里，姚恩亮指着

照片上的卢祉宏对记者说：“这
个孩子的姥姥和妈妈在我们的
影响下， 加入了我们的爱心团
队，都被评为学雷锋标兵。 我们
带着孩子一起做公益，就是要把
雷锋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

在抚顺这座有温度的城市，
“百姓雷锋”就像一枚枚原点，以
自身行动向外辐射，感染和带动
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加入学雷
锋活动的队伍中。

在抚顺市青少年宫一间十
几平方米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
抚顺市聚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几名成员，他们来自不同工作岗
位，有国企的部门领导，有教育、
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些党员
干部因为一个石油工人聚到一
起，共同扶危济困、助人为乐。

这个人是抚顺石化公司石油
二厂工人李德禄， 他是第十六届
“百姓雷锋”。“那些年，我经常组织
大家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越来越多
的人靠近我、 相信我、 跟随我。 ”
2019年， 他们注册了聚沙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中心由最初的十几人
发展到现在的 1589人。“我们的宗
旨就是从点滴做起， 聚沙成塔，力
所能及帮助他人、服务社会。 ”

服务中心成立后，结合成员
行业岗位特点， 设立了捐资助
学、巾帼关爱、心理疏导、法律援
助、应急救护等五项服务，每年
组织 16000 余人次参与活动，累
计长期资助贫困学生 312 人，捐
赠公益资金 232 万元。

聚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
全市爱心团队的一个缩影。 在清
原满族自治县，有第十二届“百
姓雷锋”崔广财带领的“清原义
工爱心航班”； 在新宾满族自治
县，有第十六届“百姓雷锋”、辅
警丁龙带领的“暖阳阳”学雷锋

爱心公益团队……
截至目前，抚顺已经拥有约

1600 支学雷锋志愿服务队，25 万
余名学雷锋志愿者。 一个人影响
一群人， 一群人带动一座城，奉
献之花开满雷锋之城。

礼赞“百姓雷锋”
礼遇“百姓雷锋”

22 岁的兰郡泽心中分量最
重的照片， 是他获得第八届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时的合影照片。
在位于新宾满族自治县南杂木镇
的兰郡泽家中， 他指着挂在墙上
最显著位置的照片说：“让我最激
动的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了我们，并同我们一起合影，这对
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和鼓励！ ”

2019 年， 一则视频火爆网
络：5 月 2 日清晨，南杂木镇新城
路南侧一幢 7 层居民楼起火，惊
醒的居民慌张地在窗口呼救。

危急时刻，正在不远处进行外
墙施工的 19岁小伙兰郡泽立刻叫
上父亲，将自家吊车开过来。 由于
浓烟阻挡视线，兰郡泽只能根据父
亲的手势艰难地把吊篮靠准窗口，
大约 40分钟后， 兰郡泽成功将该
单元被困的 14名居民救出。

兰郡泽的事迹被报道后，立
即在全国引发关注，2020 年他获
得第十四届“百姓雷锋”称号。

此后兰郡泽家庭也获得了
一系列荣誉。 兰郡泽被评为“中
国网事·感动 2019”年度人物，被
授予“第五届全国 119 消防先进
个人”， 入选全国见义勇为模范
候选人名单，荣获第八届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兰郡泽家庭被中
央文明委评为第二届全国文明
家庭……

“我要用行动鼓励更多年轻

人多做好事。 ”2021 年 1 月，兰郡
泽在青年学生中发起成立了“吊
车侠爱心志愿服务团队”。 团队
不断发展壮大，成员也从最初的
7 人增加到如今的 58 人。

在抚顺，“百姓雷锋”所做的
感人事迹广为人知，他们所获得
的荣誉和进步也被当地群众津
津乐道———礼赞“百姓雷锋”、礼
遇“百姓雷锋”成为一种风尚。

抚顺市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共 4名，其中有 3 名获得过“百姓
雷锋”称号。 党的二十大代表、“百
姓雷锋”团队成员、国网抚顺供电
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刘
传波说：“我是一名普通的电力工
作者，是新时代的建设者，能作为
基层党代表参加党的二十大，这
是我一生的荣誉。 ”

据统计，175 个个人“百姓雷
锋”中，有 92 人因为工作出色得
到提拔和重用，占比达 52.6%。

为了让“百姓雷锋”产生广
泛的社会影响， 真正深入人心，
抚顺市还不断创新评选活动方
式。 2014 年举办的第八届“百姓
雷锋”评选活动，采取登门颁奖
的方式，由市里主要领导分别将
奖杯和鲜花送到“百姓雷锋”所
在单位和家庭；2015 年举办的第
九届“百姓雷锋”颁奖典礼，将地
点选在了雷锋生前所在的部队；
2017 年，首次采用微信直播方式
呈现颁奖盛况，网络参与人数超
过 40 万， 在广大青少年群体中
圈了众多的“雷粉”……

抚顺市还通过多种渠道、提供
各种机会鼓励培养“百姓雷锋”，让
他们成为贡献社会的人才。

第二届“百姓雷锋”称号获
得者洪博、洪玉兄弟出生在新宾
满族自治县榆树乡都督村，2006
年冬天，他们在汽车美容店打工
期间，宿舍起火，本可逃生的他
们毅然转身回去救助工友，两人
被烧成重伤。

他们的事迹在社会各界引起
强烈反响， 听说兄弟俩想要学习
汽车维修方面的技术， 有关部门
与抚顺市二职专取得联系。 经过
沟通， 学校表示等兄弟俩身体恢
复可随时到学校学习，学费、食宿
费全免， 学校每年还向他们发放
助学金，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在身体康复后， 兄弟二人如
愿以偿进入学校学习， 毕业后因
成绩优异双双留校工作。 洪博一
直在学生科负责学生工作， 深受
学生喜爱， 更因为舍己救人的英
雄事迹成为学生的榜样； 洪玉则
是自愿申请到农村驻村帮扶，一
帮三年，为当地脱贫做出了贡献。

走进“百姓雷锋”团队雷锋派
出所， 便可看见一尊庄严的雷锋
半身像———20世纪 60年代起，这
尊雕像就开始陪伴着一代又一代
民警；在雷锋社区门口，有雷锋全
身塑像；在袁存泉家中书架上，有
雷锋像； 还有那一枚枚闪闪发光
的“百姓雷锋”纪念章……好像 60
多年来，雷锋从不曾离开。

“百姓雷锋”，你的样子，你
们的样子，就是雷锋的样子。

（据新华网）

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2006 年，抚顺开始评选“百姓雷锋”，将
树立典型的目光投向普通人的道德生活， 至今已连续开展

了 17 届“百姓雷锋”评选活动，共评选出 175 位“百姓雷锋”个人和 55
个“百姓雷锋”优秀团队。

17 年来，这些普通百姓登上舞台，享受鲜花和掌声；他们如同美
丽的繁星点亮了这座城市；他们所形成的道德力量，不断影响着这座
城市的社会风尚。

2023 年 2 月 8 日，聚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几名成员在讨论工作

第十六届“百姓雷锋”颁奖典礼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