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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爱心、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捐献……“只要活着，就要将好事做到底。”二十多年来，刘碧

朗用行动践行这一大爱。今年56岁的刘碧朗是岳西县财政局公务用车管理服务中心的一名普通驾

驶员。最近，他被评为4月份安徽好人。

安徽好人刘碧朗
本报通讯员 徐进群

岳西县黄尾镇平等村竹山组
贫困户程云，丈夫几年前因病去世，
一个人带着70多岁体弱多病的公
公和两个孩子生活，女儿郑利读初
三，儿子读小学，全家靠领低保过日
子。2017年夏天，刘碧朗出车到这
个村，听说此事，就上门探望，当时
身上没有带多少钱，就向随行人员
借来1000元钱塞到程云手里，让她
给老人和孩子改善一下生活。

当年下半年，郑利考进县城高
中读书，家庭负担更重了。“再困难

不能苦了孩子，一定要让孩子好好
读书。”从此，刘碧朗就攀上了这门
穷亲，经常上门送钱送物，承诺每
年给2000元作为郑利的学习生活
费用，将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

2017年7月，刘碧朗出车到黄
尾镇，看见一位80多岁老奶奶带
着两个小孙子在家，吃穿很清贫。
一打听，两个孩子生活在单亲家
庭，正在读小学，为了生计，孩子
的爸爸经常出门打工。刘碧朗看
到后很触动，立即掏出1000元钱

给这位老奶奶。事后得知，这1000
元钱，是他前一天获得的年度“优
秀驾驶员”奖金。“几百元钱，对于
一般人来说可能做不了什么大
事，但对那些困境中的人能解下
燃眉之急。”刘碧朗常说。

由于家境贫寒，刘碧朗没有
读多少书，遇见家庭困难的，特别
是家庭贫困的孩子，就联想到自
己小时候，这时他总是伸出热情
的双手，力所能及地帮上一把。二
十多年来，究竟资助了多少次，他

也记不清楚。“他身上只要有钱，
不出几天就捐给别人了，常常身
无分文。”刘碧朗的妻子说。

“刘师傅，有一位大学生患大
病，正在组织捐助活动，你能捐点
款吗？”“老刘，有个家庭特别困
难，孩子读书缺钱，你能帮帮吗？”
因为献爱心多，名声在外，刘碧朗
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刘碧朗心
地善良，热心公益事业，一谈到
他，我们都由衷敬佩。”岳西团县
委职工汪婧说。

二十年无私助学

坚持做公益事业不是一时的
冲动，而是刘碧朗骨子里流淌的
精神，除献爱心外，他还是当地献
血达人。“他不打牌、不抽烟、不喝
酒，除了开车外，唯一的爱好就是
做公益。”中心主任胡发达这样评
价自己的职工刘碧朗。

以前，他的两个女儿还在上
学读书时，家庭经济条件不好，遇
见更困难的人也只是干着急，想
帮助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从那
时开始，刘碧朗就坚持通过无偿
献血帮助别人，一开始一年献一
次，每次200毫升，后来一年献两
次，每次200毫升，再后来一年献

两次，每次400毫升。根据献血库
数据显示，刘碧朗已累计献血
10100 毫升。我国正常成人的血
量，男性约占体重的8%左右，按
这样计算，身高1.65米的他体重才
65 公斤，血液量为 5200 毫升左
右，也就是说他已将全身的血液
换了两遍。“刘碧朗相当优秀，坚
持年年献血，获得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银奖，我们今年正在准备为
他申报金奖。”岳西县中心血库主
任储江流说。

为了能多献几年血，保证血
的质量，刘碧朗坚持走路锻炼身
体，平时特别注意饮食、作息等生

活习惯，吃得清淡，有时傍晚就吃
两个大馍、喝一杯豆浆，从来不喝
酒、不抽烟、不熬夜。“只要身体
行，我会一直献下去。吃荤吃盐多
了，会得高血脂，血的质量就不
行。”刘碧朗说，每次献血后虽然
有短暂的疲惫之感，一想到自己
的血在手术台上发挥救死扶伤的
作用，他就充满了自豪和满足。

一直以来，变化的是工作岗
位，而从未改变的是对无偿献血
的坚持，献血成了刘碧朗每年的
规定动作。得知造血干细胞能治
病救人，十多年前，刘碧朗就报名
捐献检测血样，成为一名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现在他的所有
相关资料已录入中华骨髓库的计
算机数据库中，随时等待患者查
询配对。“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
更多的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
事。死后捐献遗体，也是对社会最
后的馈赠吧。”刘碧朗于2017年7
月底签署了遗体捐献志愿书。

“我和老刘认识20年了，他家
的条件并不优越，但他却二十多
年如一日做着公益事业。”胡发达
感动之余也很关心职工刘碧朗，
去年单位给他补助1000元献血营
养费，可刘碧朗拿到手没几天就
送给了贫困学生。

累计献血万余毫升

79岁高龄，本可坐享天伦，悠闲度日，可

迎江区华中路街道程家墩社区居民谢传为却

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助学。十几年来，他自掏

腰包积极奔走，为贫困学生助学牵线搭桥。

同时义务为青少年讲德育课150余堂，撰写

教案57篇共50余万字。

耄耋之年助学忙
本报记者 常 艳 罗少坤

“同学们，马上就六一儿童节了，你们知道六
一儿童节的来历吗？”5月28日下午，在迎江区残
疾儿童康复中心沐阳之家里，谢传为正在给这
里的孩子讲课。半个多小时，从国际六一儿童
节的由来，到中国儿童节的演变，再讲到一战
二战时期儿童的悲惨命运，鼓励孩子们自立自
强，珍惜现在美好生活。

谢传为是迎江区华中路街道程家墩社区居
民，今年已经79岁了，助学是他毕生最大的追
求，而说起助学的初心，还要从70多年前说起。

“在我六七岁时，因为家里穷，读不起书。
过年想写春联，只能拿着几个鸡蛋和红纸，去
请老先生写，但三四个鸡蛋先生看不上，结果
春联也没有挂上。”谢传为说。

这件事在年幼的谢传为心里刻下烙印，从
那时候开始，他就深知，读书的重要。

200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谢传为在报纸
中看到一条信息：一名岳西的女大学生家境困
难，在读书的同时还带着重病的弟弟生活，因
为缺钱，弟弟的手术费迟迟没有着落。

这则消息触动了谢传为，为了帮助这名学
生，他从当时不多的工资中拿出200元，并发动
身边的朋友共同捐款，前后募捐了2080元，全
部寄给了该名女大学生。在后期书信联系中，

他得知其弟弟做手术还差一点钱时，又做妻子
的思想工作，将余款补齐。

2019年春节，程家墩社区开展一帮一助学
活动，谢传为每年支付1000元，结对帮扶一户
贫困儿童，他又找到两个朋友，共同捐助了3名
孩子。此外，他还向有关部门争取了2000元公
益款，社区共12名贫困儿童，他以一己之力解
决了6名。

有人找上门来求助，他不拒绝；社区有人
需要帮忙，他必定伸出援助之手。十几年来，
谢传为究竟帮了多少孩子，捐了多少钱，他却
从没放在心上：“具体捐了多少我没记过，反正
年年都掏。”

除了在经济上助学，谢传为的助学理念还
体现在文化助学上。

在谢传为的随身包里，一叠叠资料分门别
类，其中一个课程表中，详细记录了他从2014
年至今的讲课记录和内容。讲课的内容从抗
日战争到新中国建国故事，从感恩教育到中
国梦等等。

为了备课，谢传为每天3点起床，通过上网
查、看新闻、查阅书本等方式，整理后再手抄
到本子上，多年来，他一共写了57篇教案，总
字数达到50余万字。“为了今天儿童节的课，我
整整准备了两天。”谢传为说。

2008年以来，谢传为为青少年上德育课150
余堂，脚步遍及全市多个社区、学校、乡镇。

花钱资助陌生人、花时间花精力为青少年讲
课，谢传为的作法让很多人不理解，也有很多人
给他泼冷水，但他却从未动摇。

“第一，我是一名党员，我始终记得入党誓言
和初心。第二，我和雷锋同年入伍，他是我一生的
榜样。第三，助学是我的人生追求，能发挥余热，
我很高兴。”谢传为说得很坚定。

望江县打通脱贫“两基”工程“最后一
公里”。疏治水网。投入4500万元加快推
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受益人口
10.86万。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完成宝
塔河出口段等防洪工程建设以及13座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改造电网。推进农
村电网升级改造，今年稳步实施32个贫
困村 28 个电网改造项目，完成投资
3158.96万元，建改10KV及低压线路112.4
千米。畅通路网。加快建成外通内联、通村
畅乡、客车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远输网
络，加快完成去年农村道路扩面延伸工程
新增下达项目439公里，有序推进今年80
公里计划任务。覆盖互联网。加快光纤进
村入户步伐，今年建设基站25个，完成宽
带建设10000户，实现边缘地区、交接地
区及偏远山区4G全覆盖。 望 江

望江
打通脱贫“最后一公里”

连日来，太湖县新仓镇机关干部起早摸黑，深入田间地头，边
指导生产救灾及产业扶贫工作，边宣讲扫黑除恶政策，做好线索
排查工作。 李钟明 摄

“安全教育这边耳朵听，那边耳朵出该怎么办？耳朵肯定没有问
题，那是没有用心听，干什么事一旦上心了就能记住”。5月17日下
午，宿松县公安局会同相关部门在慧德中学举行了安全教育活动。
通过演讲互动、以案说法、现场演示等形式向2000余名中小学生进
行交通安全、预防火灾和溺水安全知识教育。图为预防溺水演练时
的情景。 李政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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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司机，
刘碧朗也许没有轰轰烈烈的事
迹，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
一次次善举温暖着他人，一次次
鲜血无偿流淌进陌生人的身体，
用平凡的举动诠释了人生的意
义。同样，在工作上，刘碧朗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有人说他是一头

“老黄牛”，也有人说他是“傻子”。

“刘碧朗业务能力强，是驾驶
员中的佼佼者，在公车中心不摆老
资格，收到派车任务，不管是深更
半夜，还是家中有事，他都爽快答
应，从不打折扣，从不挑三拣四，节
假日还主动要求加班。”公车中心
调度人员储汪继说，目前中心的驾
驶员每月平均出勤22天，但他每
月出勤26天以上，到中心不到三

年，出车行程达10万多公里。两年
多时间里，刘碧朗将全县182个村
跑了几遍，不少村组交通偏僻，特
别是雨雪天，路滑难行，刘碧朗从
来没出过差错。因为公务用车这个
特殊岗位，为了防灾救险的需要，
越是在灾害天气，越是需要紧急出
车，每当此时，刘碧朗从没畏惧和
退缩，而且是主动请缨出车。

按照规定，一般出车到县外，
补助标准高，县内出车补助标准
低。岳西是纯山区县，山高路陡，
出车乡村要求技术高，而且补助
少，一般驾驶员乐于出县，而刘碧
朗每年的出车行程 80%是到乡
村。“到省市补助高点，年轻同事
家里花钱多，多让他们跑。”就这
样，刘碧朗心里始终装着别人。

工作上甘做“老黄牛”

大观区搭建“好人”舞台传颂文明好
声音。完善选树机制。建立“行业推荐、基
层推荐、媒体推荐、群众自荐”等立体选
送制度，广泛开展各类评选活动，先后涌
现出“李记”许惠春等好人模范，累计获
评中国好人2名、安徽好人3名、安庆好人
150余名。健全礼遇帮扶制度。制定礼遇和
帮扶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实施办法，在重
大活动、社会尊崇、健康体检、银行贷款
等方面给予好人礼遇，优先为困难道德
模范及其家庭提供低保、就学、医疗、住
房、就业等帮扶措施。近两年来，表彰
各类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等262名，颁
发奖金20余万元。强化宣传引领。发挥
2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阵地
作用，设立“好人榜”100余块，发布好人好
事300次，召开事迹宣讲会20余场次，
集中宣传推介。 大 观

大观
传颂文明好声音

夏收之际，望江县漳湖镇站好“三
班岗”，扎实做好秸秆禁烧工作。一是站
好宣传岗。通过张贴宣传标语、播放电
子屏、流动宣传车等形式，将宣传与引
导相结合，让广大农民真正了解秸秆禁
烧的重要性和秸秆的利用价值，引导群
众改变传统做法，自觉遵守禁烧政策。
二是站好巡逻岗。各村主体组成的义务
巡逻队，深入田间地头跟班作业，对田
间、路边、河道旁堆存的秸秆进行及时
清运，并引导农民自觉将秸秆自行收储
堆放，做到时间上不留空当、地域上不
留死角，杜绝焚烧隐患。三是站好监督
岗。各村实行全天候值班巡查，对重点
时段和重点区域进行全时监控，发现烟
尘和火点及时制止。协助镇秸秆禁烧督
查组对各村禁焚工作人员在岗情况和
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做到“有烟必查，有
火必罚，有灰必究”，实现2019年度夏收
秸秆焚烧既定目标。 嵇奕华

望江漳湖镇
夏收秸秆焚烧实现既定目标

宿松县抓实行动推进“一抓双促”工
程。乡村干部本领提升行动。加强集中
轮训、学历教育、双技培训和跟班学习等
工作，增强乡村干部政治素质和工作本
领，共举办乡村干部专题培训班5期、培
训800余人；选派72名村干部参加学历
教育，30名村党组织书记到芜湖、黄山等
地挂职锻炼。农村党员“双培双带”引领
行动。把党员干部培养成发展能手，把
发展能手培养成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共
同致富。目前该县建立“双培双带”基地
72个，较好发挥基地示范带动作用。扶
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专项行动。实施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2019—2022）四年规
划，目前209个村（社区）中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5万至10万元的村127个、10万
至30万元的村74个、30万至50万元的
村3个、50万元以上5个。 宿 办

宿松
推进“一抓双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