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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二的上午，是张文明、刘永芳夫妇雷
打不动的志愿服务日。两人提前准备好家伙什，
早早来到社区居委会。三三两两的居民们也陆续
到来，大家排好队，张文明这队等候理发，刘永芳

这边量血压测血糖，外带健康咨询，“健康夫妻
档”开始为社区居民服务，直到最后一个居民离
开,忙碌一上午的老俩口才顾上喝口水，歇歇酸痛
的腰背。

说起大峪街道增产路东区居委会的张文明、刘
永芳夫妇，社区居民无不交口称赞。夫妻俩从退休
开始就义务为社区居民服务，到现在已坚持多年
了。“健康夫妻档”是去年社区争创“峪美家园”活动
时夫妇俩申请的项目名称。

张文明夫妇都出生在农村，张文明四个月大
时，身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为掩护游击队牺牲
了。继父也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南征北战直到新
中国成立，受父辈的影响，张文明始终热爱党，对党
怀有深厚的感情。

经历过艰苦的岁月，多年受党的教育培养，不
管是在山里山外，也不管职位的高低，山里人的本
色没变，真诚实在待人，勤勤恳恳工作。张文明是
有50年党龄的区老干部，退下来以后就寻思，干了
一辈子党的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如今退休了也
不能闲着，不干大事找点小事干，趁身体还行发挥
点余热。想到自己有理发技艺，干脆发挥特长，继
续为社区居民们理发吧。

一来二去，大家都知道社区有个义务理发师，
纷纷找上门来，但有的人知道他以前是局长，不好
意思来，张文明知道后主动找人家，说以前我是局
长，现在和大家一样是普通百姓，咱们都是平等的，
有啥抹不开的呢？见他态度诚恳大家打消了顾虑，
高兴地来找他，一边聊着家常一边就把头发理了，
既沟通了邻
里感情增进
了社区和谐，

又方便了群众，双方皆大欢喜。
社区有位60多岁的脑血栓患者瘫痪在床，家

属找了几家理发店，没人愿意上门。听说社区有个
义务理发师，打听着找上门来，问能不能上门给理
个发。张文明二话不说，带上工具就跟她去了。
进门一瞧，病人头发比女人还长，没有意识，嘴角
不停地流着涎水。张文明没嫌弃，不光麻利地给
他理了发，还细心地把他厚厚的头皮刮干净，整个
人立马显得干净利索了。花钱都没人干的事，张
文明义务给干了，家属感激地不知说啥好，又是鞠
躬又是作揖。

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摔坏了胯骨五个
月没下过楼。正是酷暑炎夏，人们躲在树荫底下摇
蒲扇，面对家属的请求张文明没推辞，爽快地说：

“没问题，我这就跟你走！”话是这么说，可张文明也
是75岁的老人了，爬上五楼再弯腰费力地理完发，
已是大汗淋漓。家属过意不去，张文明却说：“咱们
都在一个小区住着，别的忙我也帮不上，能给老人
理理发我挺高兴，这是咱们的缘分！”老奶奶虽然说
不出话，但心里明白，不住地点头致谢。

老伴儿刘永芳曾是国家培养的第一批赤脚医
生，参加工作后从事卫生和妇联工作，后来调入区人
大，也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平时夫妻
俩就党性强爱学习，“两学一做”从家庭做起，不仅每
天拿出时间学党章党规，习主席系列讲话，还定期召
集两个党员儿子开会，交流思想、畅谈学习体会、汇
报各自工作。党员之家的氛围营造得民主和谐。

张文明是社区居民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楼门长、
党小组长、社区党委第二党支部的支委，平时参加老
年合唱团、治安巡逻、雷锋日搞宣传、义务服务等公益
活动处处走在前面，用他的话说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
啥，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刘永芳不仅全力支持更是不
甘落后积极参与。社区老年人多，高血压是老年人的

第一杀手。张
文明张罗给人

理发，她就重操旧业志愿担当起健康大使，义务为大
伙儿量血压，测血糖，把监测数据记录在册，建成健康
档案，发现有人指标出现异常，及时从专业角度给出
建议。

社区有一对老夫妻，不会交朋友只会闷头看电
视，出入老是一副脸。有天看见刘永芳免费给人测
血糖，也过来测试，结果血糖值高达11.3自己竟一点
不知。她老伴儿曾是煤矿工人，有夜里吃饭的习惯，
血糖也不正常。刘永芳先普及相关医学知识，再为他
们制定出相应的方案：“先戒掉夜里吃饭的坏毛病，别
整天跟电视泡，迈开腿，管住嘴，上下午各锻炼半小时，
坚持三个星期，再来测血糖。”俩人回去就按刘永芳的说
法做，天天出门锻炼，二十天后再测，效果非常明显，血
糖一下降到6.8，高兴坏了，拉着刘永芳的手说：“大姐，
多亏你呀，救了我的命，要不我啥也不懂！”从此和刘永
芳交上了朋友，见了老远就打招呼，有说有笑可亲热了。

就像身边的保健医生，社区居民特别信任刘永
芳，身体不适或家里有病人都爱找她咨询，刘永芳
热情地给予指导，不厌其烦地向大家传播健康保健
常识。

在张文明、刘永芳这里，“一个党员一面旗，党
员奉献在社区”已不是一句简单的标语口号，他们
已经身体力行践行了15年。因为他们，社区变得
越来越和谐，因为他们，社区变得越来越温暖，越来
越有人情味。

他们的行动也感染了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有人
申请加入他们的服务行列，现在已经形成了7个人
的团队，“健康夫妻档”已超出了它本来的意义，变
成了一个民间自发的公益组织，活跃在社区，像春
风一样温暖着身边更多的人。

2016年，经过上千居民粉丝微信投票和专家评
审团评审，“健康夫妻档”荣获大峪街道社区服务中
心、峪美家园项目组颁发的“最佳奉献奖”和“最佳人
气奖”，他们的团队被评为“优秀志愿者团队”！

故事线索、故事采写:吕秀玉

在绿岛家园社区，几乎90%的
居民家里都有一个或几个甚至十
几个木质板凳，它们的制作者同出
一人，那就是社区居民、外号“板凳
李”的好人李玉文。

说“板凳李”是好人，那是有真
凭实据的，也是社区居民的共识。
不信您到小区问问，不过您要提他
的大名，估计知道的人不多，但您
要是提“板凳李”，准有人指着蓝色
的存车棚说：“在那儿呢！”

没错，那儿就是“板凳李”的工
作间——车棚一角，两个并排的工
具柜装满了各种家伙什，还有成摞
的板凳半成品。还别说，这地儿冬
暖夏凉遮风避雨，一个淘汰的旧沙
发和几把老旧的座椅，说明这里常
年不断人。

就是在这儿，退休十几年的
“板凳李”用捡来的装修下脚料，先后
制作出5500多个大大小小的板凳，
全部无偿送给了身边的居民，不少还
出了小区，出了门头沟。

5500多个板凳，够拉几汽车不？
那要放在一块会是个什么概念。

那些见天在这儿跟他聊天凑
热闹兼帮忙的老伙计，不是没给他

出过点子：“老李啊，咱也送的差不多了，早市有卖
板凳的，做的比咱差远了，还五块钱一个，咱这板凳
要是拿去卖，准一抢而空！”

“五块？八块，十块也不卖！老规矩，谁需要，
谁看着好，拿走！分文不取！”

“板凳李”一向快人快语，见人总是哈哈一笑，
做板凳压根也不是为赚钱，就图一乐，哪能含糊！

有人不理解，开始嘀咕：“不是为赚钱，八成是
图名！要不整天忙忙叨叨搭工捡料，做了东西末
了全都白送人，他傻？”

“爱说啥说啥！”
“板凳李”不急不恼，大手一摆，依旧乐乐呵呵

忙手里的活儿。
真正的匠人，是不会受外物影响的，他只专注

于自己的作品，在能力范围内达到极致。“板凳李”
不知算不算匠人，反正他做板凳已入迷入境，常常
端详着做好的板凳，一个人笑，一个人说话。跟个

不会说话的板凳
说啥呢，只有“板
凳李”自己知道。

说起李玉文做板凳，还得从他退休说起。忙
和了大半辈子，在农村苦没少吃，在煤矿累没少
受，腿脚又不大方便，李玉文寻思，不干了，这回好
好歇歇。可转念又一想，干惯的人老闲着还不闲
疯了？不成，还得琢磨点事干。

那天，他在小区里溜达，见几个老年妇女站在
路边聊天，可能站久了想找个地方坐坐，踅摸半天
附近也没个合适的坐物，只能一边说话一边捶
腰。李玉文心里一动，这要有个板凳该多好，大伙
儿出来在路边坐着就不累了。

有了这个念头，他又想起小区丢弃的垃圾里
那些装修板材下脚料，挺好的东西，又没什么用
项，眼看着白白糟践了，真是可惜！这要是捡回来
做成板凳不是挺好吗？

李玉文开始留心收集这些废弃板材，家里放
不下就在车棚找个角落安置，买来锯子锤子等工
具，叮叮当当做开了板凳，做好后就放在车棚里，
告诉大家谁需要就过来拿，用完还放在这儿，方便
大家长期使用。一来二去那些聊天遛弯的知道这
儿有板凳，都过来坐。

这些板凳小巧美观，稳当结实，重要的是太实
用了，歇腿又歇腰非常适合老年人。开始大家用
完就送回来，时间长了就舍不得还了，说老李你再
重新做啊，这个归我啦！

口子一开，那些板凳全都入了户。见大伙儿
这么喜欢自己的板凳，李玉文心里也挺高兴，本来
嘛，自己锻炼了身体，邻居们也喜欢，再说废物利
用了，低碳环保，多好个事儿！

可这么一来，“市场”真就大了，绿岛家园多少
住户啊？美观实用的小板凳，谁家不需要？哪个
不喜欢？一传十十传百，今天他要一个，明天他要
一个，需求量猛增，李玉文的“商机”来了。

随着需求量的增加，原材料出现了问题，上哪
儿找那么多下脚料啊？别说，好人好事就是有人
赞助，人们知道他大量需求，谁看见谁帮着往回
捡，有人发现哪儿有来不及往回捡就电话联系，他
赶紧骑车去拿。

板凳越做越多，越做越精，上门求板凳的越应
接不暇，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来了就给，没有“现
货”就抓紧做。做好了没主就放在车棚里，第二天
就没了，谁拿走了不闻不问。人家喜欢他的东西，
就像夸他的手艺一样，他心里高兴！“板凳李”的大
名不胫而走。

社区有个老太太，听说有人白送板凳，拄着拐
棍找来，手里拿个纸条，上面写着门牌号码。“板凳
李”二话不说：“老姐姐，您放心，等我做好了给您
送去！”没几天他按地址“送货”上门，老太太看着
崭新的板凳喜欢的不得了，不要钱还给送家来，这
叫怎么话儿说！不起眼的小事就能哄得老人这么
开心，“板凳李”很有小小的成就感。

不久，老太太过世了，“板凳李”惋惜之余心里
很踏实，他说人家求我办件事，我尽心给办了。从
此他对上年纪的老人格外关照，尽量抓紧，不让双
方留下遗憾。

2008年全民迎奥运，“板凳李”在这一年做了整
整2008个板凳。工具使坏了重买，旧钉子找不来了
就自己贴钱买新的，光钉子先后买了几蛇皮袋，花费
上千元，他说比给医院强啊。社区居委会做几十个，
垃圾分类员送十几个，社区巡逻队来二十多……慢
慢地板凳走出了社区。有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商
谈，说家里想开个小饭桌，需要二十几个板凳，“板凳
李”还是那话：“板凳可以做，谈钱你找别人！”

自己开心快乐，他人实惠受益，这就是热爱劳
动、变废为宝、助人为乐的“板凳李”，绿岛社区有
了他，到处飘荡着欢声笑语。

故事线索:叶 华
故事采写:吕秀玉

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对向阳东里社
区的郭淑荣大妈来说，这话说得真对，她的近
邻确实胜过亲人。十几年了，齐丽丽就像是
她家的家庭成员，时时处处关照着她这个家。

齐丽丽和郭大妈住一栋楼，平时在楼下
常见面，郭大妈体弱多病，子女又不在身边，
日常生活多有不便。那天齐丽丽刚下楼，就
看见愁眉苦脸的郭大妈，齐丽丽连忙关心地
问：“大妈，您这是怎么啦？”一句话拉开了话
匣子，郭大妈把满肚子憋屈一股儿脑倒了出
来，说完心里舒坦多了，一边擦着眼泪，一边
苦笑着说：“你看我这没事跟你瞎咧咧，让你
笑话。”齐丽丽却说：“大妈，您别见外，咱们是
邻居，孩子们不在家，有什么事您就跟我磨叨
磨叨，能帮忙的我一定帮！”一句话吹散了郭
大妈心头的阴霾，也让齐丽丽肩上多了一份
责任。

果然没几天，郭大妈心脏病发作，老伴
儿失明多年根本指望不上，情急之下郭大妈
赶紧给齐丽丽打电话。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齐丽丽刚躺下，急忙起床和爱人打车送医
院，幸亏就医及时老人有惊无险，挂号、缴
费、检查、输液，一直陪伴到郭大妈转危为安，
再把老人送回家。这时天也亮了，齐丽丽回
家做了热乎乎的早饭给大妈端过来。郭大妈
逢人就说，我真是遇着了好街坊啊！

住在一块的老街坊们都知道齐丽丽，热
心肠爱管闲事，快人快语，心地善良，对老人
特别好。齐丽丽的父母因病走的早，公婆也
都过世，在她心里总有一种“子欲孝而亲不待”
的遗憾，所以见了老人格外亲，恨不得把上年
纪的老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看见老人落难心
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她老说，谁没个老呢？

从那以后,齐丽丽隔三岔五就到郭大妈
家看看，老人干不动的力气活儿顺便帮着干
了。知道两位老人爱吃馅，只要家里包饺子、
蒸包子都给老人送。大爷爱吃肉，他们喜欢
清淡，包饺子就包两种馅，多给大爷放肉。每
次炖了肉都给他端一碗，大爷就爱吃她炖的
肉，说她炖的肉香。家常的饭菜有着不一样
的滋味，透着浓浓的邻里亲情。

年岁越来越大的郭大妈时不常就得上医
院，回回都得齐丽丽跟着。严重时还得住院，
一住就是半月二十天。齐丽丽可就累了，既
要跑医院照顾病人，又得照顾家里的老人，大
爷出不了门，一日三餐得送啊。吃药也得提
前给他分好，包成小包。有一天她早起去医
院，嘱咐爱人给大爷送早点，谁知大爷犯了脾
气啥也不吃，惹得爱人一肚子火。齐丽丽回
来还批评爱人，你就不能耐心点呀，老人身体
本来不好，又担心医院的病人，难免着急，你
就哄着他呗！

邻居们看她太累了，主动承担起给大爷送
饭的任务，谁家做了老人爱吃的饭菜，争着给
送去，为防重复，齐丽丽和大家说好，谁准备送
饭十点以前给她打电话，没电话她就送。

大妈要出院了，可她家二十来天没人打
扫，脏的够呛，回来看着多着急啊，怎么安心养
病？细心的齐丽丽想把家打扫干净再接大妈
出院，可自己又觉得太吃力，毕竟也六十多的
人，还做过三次大手术，登高爬梯的活儿真发
怵，干脆发动街坊给大妈来个大扫除吧。别说
齐丽丽还真有号召力，她这一招呼，乌拉来了
一大帮，扫房子、擦玻璃、收拾桌子、洗衣服、墩
地一齐上手，把大妈家犄角旮旯都清理一遍。

本来大妈在医院还挂念着家里的老伴

儿，可出院一瞧，嚯！家里窗明几净，老伴儿
面色红润，心里这个感慨。大爷还跟她开玩
笑：“你不在家我净吃好的，天天包子饺子，比
你在家吃的还好，你看我都吃胖了，明天你还
住院去吧！”

天长日久，郭大妈早把齐丽丽当成了自
家人，和老伴儿闹矛盾头一个找她，齐丽丽出
面一说，准灵。大妈想把房子装修一下，可老
伴儿死活不同意，大妈一点辙没有。齐丽丽
对大爷可有绝招，她会好说歹说，正说反说，
把大爷说的心服口服。接下来买材料、找装
修队、谈价格、监督质量直到完工后收拾，就
像自己家的事一样，齐丽丽全包了。

眼看就要过年，大妈家儿子们要回来过
年，大妈买东西费劲，又不好老麻烦齐丽丽，
心里正犯愁呢，齐丽丽主动上门来，让大妈把
需要的物品拉出清单，她抽空慢慢买。年前
齐丽丽拉着购物车，一趟趟跑超市把年货给
大妈运回来。

社区七八十岁的老人居多，齐丽丽还算
年轻的，见老人孤单地坐在楼下，她主动上前
和他们聊天，行动困难的上前扶一把。上超
市准拉上小车，行动不方便的老人问个遍，谁
买东西顺便给捎回来。她总觉得儿女不在身
边，没人照顾的老人可怜，自己有能力就顺便
帮一把。

社会风气需要引领，居民们纷纷加入互
帮互助的队伍，遇上谁家有困难，众人齐出
手。社区一位大爷摔倒骨折了，家里又没人，
都知道齐丽丽热心爱管事，跑来找她，齐丽丽
赶紧组织救援，邻居们也纷纷参与，直到把老
人送到医院交给赶来的家属。一个人过不去
的坎儿，大家伸把手就轻松迈过去了。

有人对齐丽丽的做法有质疑，说她定是
有所图谋，齐丽丽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她说：

“我帮老人不图别的，只希望我老了，需要帮
助的时候，也有人来帮我一把！”

齐丽丽用自己的爱心行动，换来了老人
们灿烂的笑容，人性之美感染了越来越多的
人，向阳东里社区尊老爱老蔚然成风。

生命旅途的每一刻都渴望温暖的阳光，
小社区，大家庭，我们的家园存储和生发着光
与热的能量。

故事线索:叶 华
故事采写:吕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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