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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镇海人投身公益爱心事业的故事

!记者曹阳

乐善好施、关爱他人，不仅仅是心灵美的外在
表现和高尚品德的流露，同时也是雷锋精神的延续
和发扬。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
平不断提升，思想道德水平也在随之提升，其主要
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热心公益，帮助身边的困难
家庭、为地震灾区捐款、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为家园环境更美好出一份力……
在我区，这样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而其中，

也不乏新镇海人的身影。近年来，在政府大力宣传、
流动人员积分激励政策及先进人物的带动下，新镇
海人主动行施善举，参加公益团体，投身公益事业。

爱心无论穷富，再小的力量也会因为积累而变得

强大。把爱送给需要的人、需要的地方，不仅服务了社
会，帮助了他人，也有助于树立责任意识，提升自我价
值，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合力铸就“大爱之城”的征途上，平凡的新
镇海人都在付出怎样的努力和诚意？让我们一起跟
随记者的镜头和记录来感受。

为老服务不懈怠
近日，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是个好天气。后大街

社区舒心养足堂一下子聚集了好几位白发老人。他们，
都是赶着这一天来享受社区提供的修脚服务。

老早等候在这里的新镇海人谢志兵和他的妻子耐心
指点老人们在房间里的一排软沙发上依次坐下，随后摆
开工具包，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将老人的脚抬上脚凳，

脱鞋、脱袜，用湿润的棉球清洁他们的脚，随后开始修
老茧、指甲……记者看到，整个过程中，谢志兵和他的
妻子都小心翼翼，动作轻缓，极少说话。修上脚的老人
们表情舒缓，有的在沙发里闭目养神，有的彼此拉着家
常。

谢志兵更关注的是老人们的足部需求，哪里痛了痒
了，哪里修得还不到位，他都用简单的问答与老人们交
流着。他和妻子埋头一做就是1个多小时。直至10时许
最后一名老人离开，他们才撑着腰站起来，露出满意的
笑容，随后将店里打扫干净，再把早上的服务登记表交

给社工。
要不是这一份爱心事业，或许很少会有人留意这个

41岁的陕西汉子。他来镇海4年多了，跟妹妹在后大街
合开了一家修脚店。早两年，在经营小店的过程中，他
留意到前来修脚的人以中老年人为主，尤其高龄老人，

脚部问题很多，对健康服务的需求也很高，只是苦于身
体不便难以出门，于是，他便萌生了为高龄困难老人主
动上门服务的想法。

谢志兵想到就去做了，这一做，不仅得到了老人们
的认可，也迅速引起了社区的注意。去年4月底，后大

街社区相关负责人主动找到谢志兵，提出想要针对辖区
老人开个“舒心养足堂”的想法，力邀他一起合作。

这一邀请让谢志兵受宠若惊。之前主动为老人们上
门服务，只是他个人的一点善念，然而社区注意到了他
的善念，并且想要呵护、放大这一善举，让更多老人受

益。经过与店员、社区的进一步商议，他做出了肯定的

回答。
他的小店营业时间一般是从中午12时到凌晨零点，

接下这份爱心事业之后，每周五上午的休息时段，他都
会调配人手轮流到社区帮忙。他小店里的修脚收费标准
一般是50元/人，为了回报他的服务，社区专门抽调资金

支付给他20元/人的费用作为酬劳，他欣然接受了。“毕
竟挣钱不是我合作的主要目的，我的目的还是为老人们
服务。”他说。

做这份工作，虽然牺牲休息时间，挣得也少，但他
要求自己和店员认真对待，绝不敷衍。记者随机咨询了

几位多次上门修脚的老人，大多对谢师傅的评价不错。
“这是基本素质和职业道德。”谢志兵说，“我和店里的
员工们已经达成一致，不然，也不会贸然接下这活儿。”

工作时的谢志兵，聚精会神话不多，因为他要求自
己不能出错。但他很愿意有空的时候跟老人们聊聊天，

听他们讲讲人生故事。因为他知道，人人都有父母，人
人都会老，而为老人服务时收获的感悟，是他这辈子难
得的财富。

奉献爱心不能等
招宝山街道帝斯堡美发店老板冯庆来镇海17年了，

他献爱心的年数算算也有11年了。
“理发，我的理解，本来就是一件创造美的事业。

我们不仅要给爱美的年轻人‘顶上添花’，更要给中老
年人送上美丽。”冯庆说。

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冯庆在工作中时常

能感受到一种“被需要”的社会责任感：“我们通过跟
很多老年顾客聊天了解到，现在有很多子女，工作忙
了，就顾不上老人了。可怜这些老人辛苦了大半辈子，
老来还孤孤单单，无法享受有品质的生活，这是我们不
愿意看到的。”

冯庆自己也是背井离乡多年的新镇海人，也能够体
会为人子女、为人父母在当今社会发展环境下的难处与
尴尬。“后来我就想着，把工作当做回报和感恩，把镇
海的困难老人当做自己的父母乡亲去服务。我这个人比
较喜欢跟人交流，我的目的就是，能帮助一个人，就多

帮助一个人。”
冯庆不仅在自己店里为附近的困难、高龄老年顾客

提供上门服务，也参加了社区的“吾爱义剪”活动，长
期坚持为辖区老人献爱心。有个97岁的高龄老人，经社
区介绍由冯庆负责提供上门理发服务。老人与他一接

触，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小伙子，以后就是你了，
不要变了。”他一时感受到强烈的震撼，他知道，自己
被需要着，而这种需要，必须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去

热情回应。

“我经常跟很多人讲，世界上有三件事不能等：健
康不能等，教育子女不能等，孝敬老人不能等。时间过
去了就过去了，造成的缺憾永远无法弥补。”冯庆说，
自己很喜欢跟老人打交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
前，有时候许多老人一句话，憋在心里很多年，说出

来，能够让我们这些晚辈感悟良久。”
这些年，冯庆手下的年轻店员们来了又走，少数跟

着他坚持下来的徒弟，都支持他为老服务的事业。用他
的话来说，就是静得下来，懂得感恩的人。

“这个社会，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能长久立足。”这

是冯庆坚持这么多年的理由。

点滴付出汇大爱
前不久，骆驼街道乔福家政服务部负责人何吉乔在

朋友圈四处打听捐衣的线索。他老婆手上攒了一批全新
的外贸衣物，丢掉可惜，希望把它们送给最需要的人。不
久之后，一些周边打工的外来困难户找上门来，何吉乔和
妻子把衣物当面交给他们。

“自己在这边，生活慢慢稳定了，就想着要为别人做点

什么。”这名46岁的湖南汉子说。在他朴素的价值观里，为
他人着想，尽可能给别人帮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2015年，受台风“杜鹃”影响，倾盆大雨让全区多处住
房、道路积水受灾。市民曾新花开车到骆驼街道荣吉路
时，由于马路积水很深，车子一下子就熄火了。当时马路

上一片瘫痪，后面的司机不断焦急地按着喇叭，这让手足
无措的曾新花也心焦不已。

就在这时，一辆红色的小轿车停了下来。一名中年男
子下车，很热心地帮她把车连接到自己车后，缓缓驶向最
近的修车店。摆在眼前的大问题解决了，曾新花非常感激

这位路人，想要表达感激之情，谁料他摆了摆手就离开了。
当时，她只看到他车子后玻璃上写着“乔福家政服务

公司，81890加盟商”字样，于是辗转通过81890找到了好
心人———乔福家政老板何吉乔。何吉乔只在电话那头“呵
呵”笑着，说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事。这让曾女士此后很长

一段时间都感慨不已。
何吉乔“顺手”做过的好事可绝不是这一两件而已。

他长期免费为困难家庭提供家政维修服务，在灾害天气
为市民提供抢修服务，向南一社区、轻松筹等平台累积捐
款数万元，还自掏腰包去敬老院看望老人。

创业这么多年，何吉乔到现在也并不算特别富裕，但

他走到哪里都不忘记帮助别人。“我自己是吃过苦的，知
道吃苦的滋味，不忍心看到别人饱受苦难的折磨。”

何吉乔始终记得，在镇海工作这么多年，也受过不少
本地人的恩惠。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从来没有忘记这
一点。他手下的员工也特别支持这位老板，去年过年前，

何吉乔专门组织她们上门为困难老人做家务，不收工钱，
她们也欣然前往了。

“出来打工，虽然也不容易，但是如果能够在工作的同
时多做一点善事，我们的心里也就更加充实，感受自己的
价值，觉得这辈子没有只是为了活而活，过得更有意义

了。”何吉乔手下一名家政女工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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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楼，出发咯！”

“好咧！”
近日一早9时，先把小孙女送

到幼儿园，又给家里买好菜的楼正
贤老人跨上自己的“小电驴”，跟
老伴儿打好招呼，向后海塘煤场方

向驶去。
这天早上，身为绿丝带环保志

愿者总队、街道煤尘整治监督组成
员，他将开展的工作意义重大。

“煤场是否按照标准作业，后海塘区

域运输车辆漏撒、扬尘情况如何，
我们都要及时查看记录并汇报。”

楼正贤今年67岁，来自哈尔滨，
一口标准的东北腔，他的父母却是
土生土长的浙江人。年轻的时候，

他在黑龙江炼油厂就职，后被调到
浙江腈纶厂，负责技术管理工作，
也算回到了父母的故土重新扎根。

退休后，楼正贤就在招宝山街
道定居，后来因为参与了一些社区

活动，让社区领导注意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工作才

能。从担任文明楼楼长开始，楼正贤渐渐忙起来了，
合唱团、安全巡逻队、文化监督等活动，他都参加。
再后来，后海塘的环境问题引起了老百姓的广泛关
注，区里相继成立了绿丝带环保志愿者总队和煤尘
整治监督组等社会组织，他感觉这是对广大老百姓

有益的实在事，于是也积极加入其中。
加入这些组织之后，楼正贤经常都忙得停不下

来。每月，除了定期两到三次监督煤场环境生产情
况，他还要参加科普讲座、宣传演出活动。因为多
年的化工企业工作经验，他时常也要担纲团队里的

“智多星”，为身边不太了解专业知识的中老年热心
志愿者出谋划策。

“虽然辛苦，但是成效也是明显的。”楼正贤告
诉记者，自从各类民间监督组织成立后，后海塘的
扬尘情况得到明显改善。“一个因为我们监督的勤

快，二也是人家生产单位比较尊重我们这些老年人，
我们给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能积极听取并采纳。”

到达后海塘煤场，老楼停好“小电驴”，像个年
轻人一样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四处巡查，随手
拍摄实时环境状况。“哪里扬尘了，哪里车子出入没

有及时清洗喷水，我们都要及时记录并且反馈到我们
组织和环保部门的网站上，给他们提供工作参考。”

“我们新老镇海人，认识的不认识的，因为这项
工作聚集到一起，大家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也是
挺有意思的。”老楼说。以前，他都不太会用智能手

机，而现在，他从拍照到使用微信到上传图片、视
频，整一个麻溜。“这让我跟子女沟通也更加顺畅
了，我觉得辛苦点也是非常值得的。”

他说，在他的团队里，还有不少新镇海人———
“大家都很热心，都很能干，愿意为了镇海的环境出

一份力，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呢。”
这边拍完一个点，楼正贤又骑上小电驴，戴上

小红帽，向着下一个目标出发。沿途，什么脏乱差
现象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说，虽然自己人老了，
心里可明白着呢。“这环境的事情，事关子孙后代，

我们谁都不能推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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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今天巡河情况

怎么样？”午餐时间，万兴
园林有限公司经理胡行洋向
手下员工袁红发问。

“还可以！主河道情况
比较好，一些支流小河前段

时间反复的油污问题暂时没
再出现了，我们会盯紧的。”
43岁的安徽河道保洁员袁红
放下筷子，向经理这样回
话。

胡行洋点点头，放心许
多。近年来，政府下决心开
展的“五水共治”到现在开
展剿灭劣V类水行动，他和
他的手下员工则一直在一线

忙碌。
记者了解到，干河道保

洁这行的，主要两个要求，
第一是会水，第二是责任
心。在胡行洋手下工作的河

道保洁员平均年龄50岁以上，多数涉足这行
都是为了养家糊口，但坚持下来的，全靠良
心和责任感。

“这里也是我生活的地方，这些河道黑臭
污染了，我们也看不下去呢。”像袁红一样干

这行的新镇海人如是说。
他们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却贵在

日复一日坚持做一件看似微不足道，却意义
重大的事。路面保洁员在街头用脚步丈量土
地，他们则用船驶过一条条比自家门前小路

还熟悉的河道，维护它，爱惜它。
工资不高，一个月仅4天休息，从7点干

到17点，遇到灾害污染情况严重时还需克服
重重困难加班加点。大夏天在烈日下暴晒，
时不时还得身陷泥沼；冬日里在寒风刺骨的

河面上来回巡逻，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
和枯燥。遇到个别不法企业偷排污水，他们
还得充当一线监督、劝导员，上门制止。这
份工作不好做，但他们，都多年如一日坚持
了下来。

袁师傅负责的河道是中大河庄市段，每
日从丁卯桥出发，顺河而下，到指定位置处
再返回，一忙就是一整天时间。他亲眼看到，
这两年辖区河道的变化———“时好时坏，多数
时间是好的。要是有人昧良心了，这河就又

要遭殃了。”
袁师傅忘不了家乡清澈的小河，这是他

心中的念想。“这河要是遭了殃，咱们江河
湖海都要遭殃，小鱼小虾要遭殃，最终还是
人遭殃。”

身为为数不多的外来河道保洁员，他与
其他同伴一起，奋战在流动的水系上。

谢志兵店里的员工正为老人修脚。

冯庆在为老人理发。

何吉乔和贵驷街道敬老院老人的合影。

楼正贤到后海塘区域巡查。

袁红和同事在清理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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