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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

“爱心使者”走了，爱心仍在流淌
文 / 陈贻贵  李柏君
11 月 24 日，深圳绿萤志愿者协会的 40 余名志愿者

再次来到新宁县丰田乡当家村，对该协会捐资改建的当

家村绿萤希望小学进行回访，为 45 名留守儿童送去了学

习生活用品，并开展了联谊活动。拿到礼物后，孩子们

欢呼雀跃，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看着孩子们天真无

邪的笑容，志愿者们不由得想起那个生前为孩子们牵肠

挂肚的“爱心使者”陈小林。

陈小林是新宁县丰田乡当家村人，曾南下深圳打工。

2013 年初，陈小林诊断出患有右侧毁损肺，左侧肺气

肿、肺大泡，病情严重。当年 11 月，身处深圳的陈小

林看到了一则“明星古巨基签协议死后捐献器官”的报

道，便产生了捐献器官的想法。但身体不适宜奔波、缺

少往返路费，后来又病发入院……历经重重波折和困难， 

2015 年 3 月，在新宁县人民医院病房里，陈小林终于拿

到了“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卡”。

陈小林的感人事迹经各大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也同样打动了深圳绿萤志愿者协会会长温

建雄。为此，他发动志愿者先后为陈小林筹集治疗费

10 余万元，并多次前往医院探望。后来，陈小林反映，

当家村小学破旧不堪，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帮忙改造，

为村里的留守儿童做一件好事，并恳求大家伸出援手。

实地考察后，温建雄发动会员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募集爱心款 21 万元，帮陈小林圆梦。2016 年 8 月 28 日，

改建的当家村绿萤希望小学正式落成。改建后的学校不

仅新修了校门，硬化了操场，装上了篮球架和游乐设施，

教室地面也安装了地板，而且还购置了40 套新课桌和 2

台电视机。陈小林戴着呼吸机来到现场，饱受病痛折磨

的他瘦骨嶙峋。看着焕然一新的当家村小学，看着志愿

者和孩子们表演的文艺节目，他流下了热泪。

2017 年 12 月 29 日晚，与病魔抗争四年多的陈小林

离开了人世，年仅 35 岁。

温建雄说，虽然陈小林已经走了，但他们会带着陈

小林的爱心，把这份善行传递下去，今后每年都会到当

家村绿萤希望小学回访一次，给予留守儿童爱的阳光和

雨露，让他们快乐健康成长。

省妇儿基金会调查评估“知心屋”项目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徐艳萍）12 月 2 日，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在永

州市冷水滩区马坪学校对省农村儿童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知心屋）项目进行了调研评估。

冷水滩区知心屋项目落地在马坪学校，由冷水滩区

妇联督导，签约区婚协承接社会心理工作者工作。自

2016 年以来，该项目引入市青心协、区婚协、市瑜伽

协会、善上公益组织等社会组织，通过投射性心理测

验为留守儿童建档，利用沙盘、曼陀罗、鼓圈、瑜伽

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对重点对象进行持续的个体辅导，

动员培训班主任和家长对留守儿童进行多方面立体式

的关爱。

浏正街社区：为困难群众送去“暖冬”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龚美玲）

12 月 3 日，长沙市浏正街社区联合正平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梦洁家纺开展“寒冬送暖 · 爱在身边”公益

活动，为浏正街辖区内 36 户困难群众送去棉被等物资，

帮助他们“暖度寒冬”。领到棉被的彭女士说：“真的

很感谢社区的关心和爱心企业、志愿者们的帮助，不

仅给我们送来了棉被，之前还帮助我们家疏通下水道、

修补门窗。”

浏正街社区书记唐密介绍，为给居民提供更好的社

区服务，特别开展了社区三社联动“身处陋境 · 心向

阳光”扶贫救助项目，此次公益活动是其中一部分。

善果

善行

那年，他们把大部分积蓄给她渡过难关

难忘恩情，她要寻找 59 年前的“长沙哥哥”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我每天都在思念他们，这辈
子就想再见他们一面，跟他们说
一声‘谢谢’。”今年 76 岁的曾
莉苹谈起 59 年前帮助自己和家
人渡过难关的长沙人周建华和刘
冬生时，泣不成声。

当年的绿鬓朱颜已经垂垂老矣，
但曾经的恩情经过近一个甲子的沉
淀，并没有被时间的风沙掩盖，反而
在老人的记忆里更加深刻。

12 月 2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来到曾莉苹老人家里，听她讲述深
埋心底、从未忘记的温暖故事。

“我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遇

到他们两个人的。”76 岁的曾莉苹

独自居住在湘潭市雨湖区的一个老

旧宿舍区里，回想起 59 年前与周

建华、刘冬生相遇的场景，脸上露

出了笑容。

曾莉苹出生在湘潭，从小在湘

潭长大。1957 年，为了缓解家里经

济拮据的状况，成绩优秀的曾莉

苹辍学回家，跟随母亲来到湖北省

荆沙市京山县（现湖北省荆山京山

市）源泉镇工作，“我虽然是湘潭人，

但我父亲是土生土长的源泉镇人”。

1959 年，因为“画画得很不错”，

原本在生产大队工作的曾莉苹被调

到源泉镇，负责当地的宣传画绘制

工作。后来，她又被调到源泉镇卫

生所，成为了一名护士，同时利用

闲暇时间帮镇里完成宣传画。

一天，曾莉苹根据镇上的安排，

到一家商店画画。“当时我在商店

的办公室里，背对着门口，趴在桌

子上画画，就听到外面传来熟悉的

长沙话。”曾莉苹回忆，自己到湖

北快三年了，居然听到了长沙话，“就

感觉跟家里人来了一样”。

她就这样细细地听，结果发现

操着长沙口音的人似乎快和售货员

吵起来了。售货员是湖北人，听不

懂长沙话。眼看着双方因为语言问

题即将产生矛盾，曾莉苹坐不住了，

立马走出来，用湘潭话对两位来自

长沙的顾客说 ：“我知道你们在讲

长沙话。”随后，曾莉苹充当了翻译，

让两位顾客买到了心仪的东西。

沟通中，曾莉苹了解到他们的

名字分别是周建华和刘冬生，来自

长沙，两个人都是 19 岁，比曾莉苹

大两岁。从北京的学校毕业后，他

们被分配到中南地质勘察队长江流

域地质勘察小分队工作。年纪稍长

的周建华是一名中共党员，担任小

分队的队长。当时，地质勘察队正

好来源泉镇开展工作。

“当天晚上，他们就来卫生所

找我玩。”曾莉苹回忆，从认识的

第一天起，周建华和刘冬生只要有

空余时间，就会来卫生所找她一起

看报、聊天。

就这样，三个年轻人在异乡成

为了朋友。

没多久，周建华和刘冬生随队

到下一个地方去勘察。曾莉苹记

得，他们走后还曾写信来，说要

给她寄羊毛线，“就连我过冬该怎

么办都想到了”。曾莉苹得知后拒

绝了，“他们对我太好了，就像亲

哥哥一样”。

“由于历史原因，我的出身成

为了我的包袱。”曾莉苹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她虽然多次想要

去找周建华和刘冬生，最后都未

成行。

尤其是 1963 年，曾莉苹得知

邻居家的孩子在长沙市青年电影

院工作，而周建华的家就在电影

院对面，她只要托这个邻居去问

一问，就能找到周建华，“但是我

害怕我的出身会给他们带来不利

的影响”。

成家、生子……完成了一系列

人生大事后，当年 17 岁的花季姑

娘曾莉苹现在已是儿孙满堂的老

者。如今，曾莉苹的生活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越过越好，

但不变的是，她始终记得当年周建

华和刘冬生对自己的帮助。

“我想找到两位好哥哥，当面

感谢当年的救命之恩！”曾莉苹说。   

如果你有周建华、刘冬生两人

的相关信息，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

联 系 电 话：0731-82689452，
或在今日女报微博、头条号、微信
公众号上留言。

当时，曾莉苹的父母都没有正

式工作，光靠母亲在农村干活挣口

粮，家里有三个弟弟，最小弟弟才

6 岁。

得知曾莉苹过得艰辛，周建华

和刘冬生就时不时照顾她，带她参

加自己单位的聚餐；得知她每个月

要来回走 30 公里路到另外一个镇

去缴纳卫生所的费用，便向卫生所

领导建议，不要再安排曾莉苹去缴

费，“因为小曾一个女娃娃带这么

多钱在身上，不安全”。

不久后，曾莉苹的母亲突患重

病，想回湘潭就医。但回湘潭治疗

需要大量的粮票和现金，而当时的

曾莉苹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都用来

买医学相关的书，没有什么积蓄。

“医院同事的情况和我差不多，

都是有心无力。”就在曾莉苹发愁

的时候，周建华和刘冬生发现了她

的不对劲。无奈，曾莉苹试着向他

们求助。

第二天，周建华和刘冬生提前

到了，“他们给我送来了48 斤全国粮

票和 100 元钱”。接过钱和粮票的

那一刻，曾莉苹的眼泪一下子就掉

了下来。她知道，这些是周建华和

刘冬生两个人的大部分积蓄，“他们

还对我说，‘不要哭，还有什么困难

就和我们说’，他们也没有提还钱的

事情，就相当于把钱无偿送给我了”。

靠着这 100 元钱和 48 斤粮票，

曾莉苹一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曾莉苹很高兴记者来采访，因为她觉得离找到两
位长沙哥哥又近了一步。

他乡偶遇

多方照顾

感恩寻人

年轻时的曾莉苹。

扫一扫，一起爱心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