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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商学院教师南刚志——

领着学生奔走在献血路上

■

本报记者 张兴华

通讯员 刘海军

在山东工商学院的校园里，

有一位被学生称为“雷锋” 的教

师。 他叫南刚志， 一直默默无闻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雷锋精

神。

2011年8月， 烟台开发区医

院接收一名重伤员， 急需大量输

血。 然而， 这名伤员为A型Rh阴

性血， 该血型在我国汉族人群中

仅占0.3%左右。 医院联系多家血

库都没有找到这种血液， 患者生

命垂危。

正在此时， 有人建议医院领

导： “有急事， 找‘雷锋’， 这个

雷锋就是南刚志！” 于是， 医院通

过电话联系上南刚志。

南刚志二话没说， 立即根据

住院伤者的资料找到了同血型的

应急队员学生史志伟， 并带小史

到医院为伤者捐献了血液， 使伤

者脱离了危险。 伤者家属紧紧握

着南刚志的手， 激动地说： “您

真是雷锋式的好人啊！”

今年53岁的南刚志， 十年如

一日默默学雷锋。 他义务献血14

年、 55次、 4万多毫升， 创下山

东省高校系统献血的最高纪录。

他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捐献的

血液究竟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1997年， 那年正是纪念雷锋

逝世35周年， 就职于黑龙江省大

庆市委党校的南刚志第一次出现

在献血队伍中。 从那一年开始，

他与这个充满爱心的事业结下不

解之缘。

2005年8月， 南刚志被调到

山东工商学院工作， 他无偿献血

的热情更加高涨。 有一天， 他在

校园里看到血站的采血车， 便主

动跑上前去 ， 捐献了 400毫升

血。

“既上班， 又做公益， 还要参

加各种活动， 放弃节假日休息，

这么累， 你觉得幸福吗？” 记者问

他。

南刚志脸上满是庄严和真诚：

“现在， 我感到既快乐又幸福。 以

前我个人做好事， 很多人不理解，

现在没有人说了， 还有那么多学生

帮我、 跟我一块做好事， 参加无偿

献血。 一想到有患者因输了自己的

血而转危为安， 我就感到特别欣

慰。” 南刚志说。

其实， 南刚志对自己献血的

事一直很低调， 甚至对家人也有所

隐瞒。 直到与烟台市中心血站的一

位领导谈话后， 才让他彻底改变了

想法。

“有一次， 我去捐献血小板， 市

血站一位领导向我介绍了外地一些

好的做法， 其中便有建立无偿捐献

血小板志愿服务组织的经验。” 南刚

志说， “如果能用好大学教师这个

身份优势， 动员更多大学生参加无

偿献血事业， 其积极意义将是十分

明显的。 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

大家一起参与， 才会挽救更多人的

生命。”

他的想法， 得到了烟台市中心

血站和山东工商学院领导的支持，

于是， 南刚志立即组建了“红色爱

心之家” 工作室和烟台第一支校园

志愿无偿捐献血小板应急服务队。

“红色爱心之家” 工作室开通了

专线电话和电脑上网功能， 所有献

血场所向献血志愿者开放， 为热心

关注和参与无偿献血公益事业的各

界人士提供了良好平台。

在应急服务队的内部管理上，

南刚志设计了志愿服务大使 （天使）

制度———在有应急服务队员的班级

分别设一名志愿服务大使和志愿服

务天使， 这两名志愿者在积极参与

捐献血小板的同时， 还为本班的所

有同学提供与无偿献血有关的一切

服务。

现在， 南刚志所在学校已有400

多名志愿服务天使和大使。 由他组

建的“红色爱心之家” 工作室和应

急服务队已发展到1000余人。 这些

人正与南刚志一起奔走在义务献血

的路上。

学 校园在行动

人民的困难， 就是我的困难， 帮助人民克服困难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是我应尽的责任。 我是主人，

是广大劳苦大众当中的一员， 我能帮助人民克服一点困难， 是最幸福的。

青春啊， 永远是美好的， 可是真正的青春， 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 永远忘我劳动的人， 永

远谦虚的人。

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 不做湖岸河旁之柳。 我愿在暴风雨中———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 不愿仍在

平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

——— 摘自

精

神

薪

火

相

传

厦门理工学院学生崔贺———

雷锋式同学帮我顺利就学

拐杖碰撞地板发出清脆的

声音 、同学的欢声笑语 、一双

双搀扶的手。 这是厦门理工学

院女生崔贺在近

4

年的大学生

涯中 ，每次上课路上都要面对

的情景。 同学的温暖伴着这位

脑瘫女孩走过大学

4

年。 “我的

同学就是雷锋 ”， 崔贺用这句

话概括这些年来同学的行动。

崔贺是厦门理工学院信息

管理专业大四学生。 虽然患有

先天性脑瘫， 但并没有影响到

她的智力 。 来自吉林长春的

她， 以高出二本线

73

分的成绩

考上大学。 由于两条腿从小就

弯曲变形， 无法正常用力， 从

宿舍到教室的一小段路， 一般

人花几分钟就能到， 她却要走上

半个小时， 满头大汗， 日常学习

生活也有诸多不便。

4

年来， 同学们伸出了援助之

手。 到教室要上楼梯， 总有同学

搀扶； 下课后， 走回宿舍要用很

长时间， 同学总会耐心陪伴； 帮

她洗衣服 、 收拾房间 、 搬书籍 ，

已经成为同学们常做的事。 为了

帮助她更好地完成学业， 系里主

动为她申请了各类奖 、 助学金 ，

总额达

16000

余元。

进入大学后， 崔贺的父亲为

了照顾她， 专门从吉林来到学校。

学校特许她父亲在宿舍内为其做

饭、 熬药， 以利于她身体的恢复。

2011

年

6

月 ， 崔贺父亲突发脑溢

血， 病情危急。 班上同学得知后，

紧急为崔贺募捐。 与此同时， 学

校师生多次前往医院探望， 鼓励

崔贺坚强度过难关 。 不幸的是 ，

尽管医生全力救治， 但崔贺父亲

还是离开了人世。

“失去了父亲， 老师同学就是

我的亲人。” 崔贺说。 接下来的日

子， 大家更是给她无微不至的照

顾。 辅导员谢巧生经常找她谈心，

让她走出失去父亲的悲痛。

在谈到毕业后的打算时 ，崔

贺说， 最大的希望是能找到一份

合适的工作， 在自己独立生活的

基础上，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人。

■

本报记者 熊杰

通讯员 唐红波 摄影报道

南京医科大学学生侯立晴———

带着瘫痪父亲一起上大学

■

本报记者 沈大雷

通讯员 丁竞竞 蔡心轶

中午12点一下课，南京医科大

学大二女生侯立晴立即收拾好书

本，去食堂打好饭菜，用自带的饭

盒装好，跨上自行车飞快地骑到学

校附近一个小区。在那里的一间地

下室里，住着她瘫痪在床的父亲。

侯立晴是徐州人， 妈妈早逝，

姐姐又远在哈尔滨读大学，去年暑

期开学那天，这个年仅19岁的女孩

带着因为脑梗塞突然瘫痪的父亲

踏上了返校的路。

在阴暗狭窄、空气沉闷的小屋

里，两张床、一个柜子、一个洗手池

和一盏灯，是全部陈设。 为了照顾

父亲，侯立晴搬出学校宿舍， 搬到

这间给父亲租住的地下室， 每月

300元房租。

每天光是给父亲送饭， 侯立

晴至少要在学校食堂和小区来回

奔波四趟。 饭菜有点凉了， 她就

把饭盒用热水浸着， 温好后再递

给父亲。 “丫头， 你吃了吗？”

“嗯， 吃啦， 放心吧。” 父亲每次

都会关切地问， 他哪里知道， 为

了省出房租的钱， 侯立晴已经好

长时间不吃午饭了。

侯立晴每天要为父亲推拿理

疗两次， 晚上再用热水给父亲泡

脚。 “按摩推拿的手法是从老家

的一个小诊所里学来的， 爸爸之

前一直在那里做理疗。” 来南京

前， 她央求诊所里的医生把按摩

的手法全部教给她。

下午还有课， 每天中午都像

打仗一样， 一刻也不能耽误。 给

父亲做完推拿， 侯立晴就跨上自

行车往学校赶， 常常是刚走进教

室， 上课铃就响了。

翻开侯立晴大一时的成绩单，

有好几门课都是90分以上。 在照

顾父亲期间， 她常常带着书本跑

来跑去。 等到父亲睡下之后， 她

还要拿出书本学上一阵。 “妈妈生

病走的时候， 我还小， 什么都做不

了。 那时我就立志， 将来一定要学

医。”

“这个学期， 最重要的两门课程

是生理和生物化学， 这两门课被同

学们列入医学生的四大名‘补’， 不

少同学都没及格， 可她一门考了86

分， 一门83分。” 侯立晴的辅导员孟

楠说， “这个成绩是比较优秀的，

何况这还是她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学

习取得的。”

在了解侯立晴家里情况后， 班

里的同学都想帮助她。 “如果我们

给她现金， 她肯定不会接受。” 于

是， 同学们就想其他的办法给她一

些帮助： 一起买书时， 大家悄悄垫

付， 和她说书打折了； 有时还会自

发组织起来， 买好吃的去看望她的

父亲。

而侯立晴对于周围同学也总是

非常热心。 舍友小梁来自天津，大一

刚开始时总是想家， 整天郁郁寡欢，

侯立晴就像大姐姐一样关心她。“现

在每当我有烦心事，首先会想到她。 ”

小梁说，“她就像亲姐妹一样贴心。 ”

在侯立晴柔弱肩膀的支撑下，父

亲的病情一点点好转，现在已经可以

慢慢走路了。 不久前，她把父亲送回

了老家休养。

湖南理工学院“春行”志愿者团队———

把爱洒进留守儿童的心房

■

张剑桥 司念伟

本报记者 李伦娥

“感恩的心， 感谢命运， 伴我

一生，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伴随着音乐的旋律， 讲台上20多

个孩子的眼泪随着歌声一起流下。

这样的场景， 李海丹已经记不清

经历过多少次了。 台上唱歌的，

全部是留守儿童。

李海丹是湖南理工学院“春

行” 义工志愿服务团队的一名志

愿者。 此刻与他一起站在台下的，

还有他的同学。 “春行” 志愿者

团队是由湖南理工学院政法学院

发起的一支关爱留守儿童的志愿

者队伍。 “‘春行’ 的含义就是用

我们的爱心， 给留守儿童送去一

个温暖的春天， 让爱永远与春天

同行。” 团队创始人黄询告诉记

者。

事 情 还 得 从 3 年 前 说 起 。

2009年5月， 岳阳市岳阳楼区社

区志愿者服务活动全面启动， 作

为一名普通志愿者， 黄询参与了

岳阳市留守儿童调研， 回校后就

和“春行” 志愿服务团负责人崔

斌一起商量： 就近为留守儿童开

展义务家教！

为更好地和留守儿童沟通，

“春行” 义工们实行“一对一” 的

方式， 把补习班分成了数学组、

英语组、 语文组、 文娱组， 每一

个志愿者辅导一个留守儿童。

2010年， “春行” 义工们多

方筹措1.5万元， 把第一个留守儿

童活动中心建在奇家岭蔡家小学。

作为志愿者， 徐青还清楚地记得

第一次参加活动的场景： 满满的

一面墙上， 贴满了孩子们的心愿，

千篇一律地写着“希望爸爸妈妈

能够回家看看我”。 “他们的父母

不在身边， 就让我们承担起一份

责任， 把爱洒进他们的心房。” 徐

青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从那以后， 不管刮风还是下

雨， 每到周六， 徐青都会和“春

行” 义工一起， 来到留守儿童活

动中心， 陪孩子们玩游戏， 为他

们辅导功课。 2010级公共管理班

学生唐娜说： “一定不能让孩子

们失望， 我要做一名优秀的老师，

不为别的， 就为了他们那一声纯真

的称呼———老师！”

中心建立后， “春行” 义工除了

开展常规的家庭作业辅导， 还以任课

教师的身份正儿八经地到学生家中家

访， 并别出心裁地设计教育活动， 带

领孩子们到敬老院看望老人， 观看亲

情主题的电影， 让他们体谅父母的苦

心， 鼓励他们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自2009年5月起， 短短的3年时

间里， “春行” 志愿服务团共招募

大学生义工296名， 为岳阳楼区留守

儿童开展义务家教206次， 家访142

次， 累计家教11124人次， 累计帮

扶留守儿童6180人。

在学校团委的帮助下，“春行”义

工志愿服务团申报了“关爱留守儿童”

的校级德育项目， 经过两年的培育，

“春行”义工志愿服务团队去年获批成

为湖南省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 还获

准组建了团支部。 志愿者团队成员基

于关爱留守儿童的实践与探索研究，

完成的作品《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调查

报告———以岳阳市为例》 荣获湖南理

工学院2010年度“挑战杯”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团队已

经连续两年被评为湖南省大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优秀服务团队。

“大学生用爱心和责任开展义务

家教，将自身价值和服务社会统一起

来， 展示了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弘

扬了社会公德，倡导了文明新风。 ”湖

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彭时代说。

上海交通大学

有间“雷锋屋”

本报讯（记者 董少校 通讯员 曹杰

沈瑞楠）

虽然只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

却深受师生喜爱。日前，上海交大的绿色爱

心屋，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雷锋屋”。

在“雷锋屋”，师生可以捐赠各种爱心物

品， 贫困生可以用学校发放的虚拟爱心币

“购买”各种东西。自2011年运行以来，“雷锋

屋” 已收到千余师生捐赠的数万件物品，价

值200万元。截至目前，已有2000多名贫困

生“购买”近4000件物品，总价值逾13万元。

景德镇二中学雷锋

42年薪火相传

本报讯（记者 徐光明）

日前，江西省

景德镇二中举行“火炬”学雷锋第十六、十

七届小组的队旗交接仪式。至此，该校“火

炬”学雷锋活动成功接力了42载。

景德镇二中“火炬” 学雷锋小组于

1970年建立。42年来，他们弘扬雷锋精神，

常年坚持为孤寡老人、军烈属服务，上街

义务大扫除，使学雷锋活动常学常新。

湖南举行少先队

学雷锋主题队会

本报讯 （记者 章仙踪 ）

50年前，

雷锋少年时就读的荷叶坝小学更名为雷

锋小学。 日前， 湖南省少先队学雷锋大

队“学习雷锋好榜样” 主题队会在雷锋

小学举行， 孩子们在队旗下宣誓， 并向

全省少先队员发出倡议。

针对极少数人对学雷锋持怀疑态度，雷

锋小学的学生还组织讨论会，开展“雷锋精

神是不是过时了”“看见老人跌倒了该不该

扶”的辩论赛。

雷锋战友坚持30年

深入校园宣讲雷锋

本报讯 （记者 周红松）

“我觉得新

时期雷锋精神体现在细节上。” 日前， 在

河北广平三中， 听完老干部雷锋精神宣讲

团讲述雷锋故事后，该校初三学生蒋晓勤说。

宣讲团发起者叫赵鸿刚， 今年已经

87岁， 曾和雷锋在同一个部队生活工作，

转业后赵鸿刚坚持30多年在校园宣讲雷

锋。 在他的带动下， 很多退休干部加入进

来， 组成雷锋精神宣讲团。 从去年至今，

他们已作报告20多场次， 听众近万人。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洋雷锋”受欢迎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朱

春佳）

日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公益汉

语课堂的外籍学生们当起“洋雷锋”，他们

在学生志愿者的陪同下来到宁波市江东区

的民工子弟学校仇毕小学, 为孩子们义务

上课。“洋雷锋”教民工子弟唱英语儿歌、和

他们做游戏，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在学校图书馆里，还有“洋雷锋”义务

整理外文图书。

青岛黄海学院

建雷锋纪念馆

本报讯

(

记者 孙军

) 日前， 雷锋纪

念馆在青岛黄海学院开馆并向社会开放，

这是国内高校首座落成并对外开放的雷

锋纪念馆。 该馆共有近400幅珍贵图片及

雷锋原声音频资料。

2011年， 青岛黄海学院与雷锋生前

所在团达成军校共建关系，雷锋团派官兵

为该校新生军训，宣讲雷锋事迹，弘扬雷

锋精神。

扬州大学办

学雷锋手机报

本 报 讯 （记 者 沈 大 雷 通 讯 员

尹宇靖）

“不如我们也加入‘麻袋哥’ 的

行列， 帮一帮藏区儿童吧！” 日前， 扬州

大学广陵学院王佳刚收到新一期雷锋手机

报， 里面关于扬大“麻袋哥” 收废品捐助

藏区儿童的事迹让她深有感触， 她立刻将

自己的想法和舍友分享。

日前，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团委主办的

学雷锋手机报正式发送， 受到全院师生的

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