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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人人广德广德

与钉子户做朋友
复兴街有一家木器店，店主是一位古稀老人，老人长期占道

经营且屡不听劝，成了文明创建工作的“钉子户”。多次劝说无
果，出于信任，这个棘手的问题交到了桂双武的手里。对此，桂双
武欣然接受，但是他并没有立马上门劝阻，反而绕了一个圈儿。

“前面已经多次上门劝说了，老人对我们可能也有了抵触
心理，这个时候继续这样做可能适得其反，”桂双武解释说，“我
开始跟老人多接触，拉家常，她有什么困难我都会上去解决，一
来二去慢慢就把关系处好了，像朋友一样。”很快，在桂双武的
沟通协调下，问题得到了解决。

桂双武的工作和为人有口皆碑，被他管理的很多门店商
铺店主，甚至和他成为了朋友，他也因此被同事视为学习榜
样。然而自成为文明劝导员至今，他也并非一路顺风。“刚开始
的五个月，我也是磕磕碰碰。那时候没有经验，工作不被理解，
与人沟通方式也欠妥，经常跟店家起争执，架没少吵，打也常
挨，最艰难的一次是一天报警六次。”桂双武说道，“后来我明白
了工作态度和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我慢慢摸索，找到一个好的
处理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先沟通，自身摆正，做事讲道理，把道

理讲顺了，大多数人也都是能理解的。”
从磕磕跘跘到底气十足，桂双武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身为一名文明劝导员，他的付出也为文明城市的创建做出了
一定贡献。他常说，“虽然我们不起眼，但做事我们是认真的！”

谈及文明创建有了一定成效后文明劝导工作任务有没有
减轻时，桂双武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说，自文明创建以来，
城市环境越来越好的同时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精细，再加
上即将到来的文明创建首轮测评，文明劝导员更需自我加压，
任务只会重不会轻。

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桂双武还将好事做了“一箩
筐”。

做好事是一种本能
“他是个好人！”这是许多受到桂双武帮助的人共同的心

声。他救过火，替老人挡过失控的三轮车，也捡过钱包和各种
证件，“好事没有大小之分，做好事是一种本能。”在桂双武看
来，很多好事其实就是举手之劳，就是这样的“举手之劳”，桂双
武一做便坚持到现在，成了他的习惯和本能。

10月3日晚，桂双武在太极大道看到一位摔倒的老人，他
立即上前扶起老人并将其送回家中。他并没有“老人该不该
扶”的顾虑，非常坦然、遵循内心。桂双武仿佛有一种特别的

“运气”，他总能捡到别人遗失的东西，去年捡到4部手机，近两
个月内捡拾到 7次证件。捡到的东西，有的交给了派出所，有
些容易处理的，他会找上门亲自交到失主手中。

“有时候我觉得好事做得多了，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变得更
加顺利了。”虽然做好事并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好处，但有时也
会恰好反受“馈赠”。2017年，桂双武捡到一个手机，失主是一
名周姓律师，对他来说可能手机本身并不重要，但手机里存储
的资料却是非常重要的。周律师对桂双武非常感激，与其交换
了联系方式。不久后，桂双武的亲属受伤涉及一些法律问题，
周律师也非常热心地为他提供了帮助。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说做好事希望得到什么，对桂
双武来说大概就是希望今天你受到我的帮助，明天你也可以力
所能及地去帮助别人。“一己之力太单薄，我希望能够带动更多
的人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在他的带
动下，许多同事加入了他的队伍，作为朋友，许多身边的人也深
受影响。9月23日，他的一位好友就将捡到的身份证送到了他
值班的岗亭。

在桂双武身上，笔者看不到当下常见的浮躁，他非常平和、
沉稳，带着正气。这个时代，需要像桂双武这样的人；创建文明
城市，需要更多像他一样的人。

（彭丹丹）

10 月 9 日下午，县红
十字会先后来到新杭镇合
兴村高明仁和独山社区任
守华家中，为他们办理人
体捐献器官登记手续。

今年三月入选“宣城
好人”的高明仁，在妻子离
世后，不辞辛苦抚养一双
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子
女，用爱的坚守践行“有爸
爸在，不用怕”的承诺。高
明仁始终坚信“做好事不
难 ，难 的 是 一 辈 子 做 好
事”，他在新闻媒体上看到
器官捐献的事迹报道和宣
传知识后，就萌生了捐献
器官的想法，随后，高明仁
主动联系县红十字会，表
达了自己想要捐献器官的
意愿。

“我曾听人说，旧物易
主贵如宝。人在死亡的时
候，随着意识消失，无论是
整个身体，还是某个器官，
对于自己来说都没什么用
了。但对于有些生者来说，意义重大。”高明仁
说，“我也没什么能力为社会做更大贡献，但我
愿意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捐献自己的眼角膜，
让一些失去光明的人重新看到世界，给社会带
来正能量，也希望通过这件事带动更多人做好
人做好事。”

“人走了，不捐也浪费了，捐了还能帮助别
人！”今年 71岁的任守华表示。任守华是位孤寡
老人，很早之前就有捐献器官的想法，希望通过
捐献自己的遗体器官来回报社会。县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向任守华仔细讲解了器官捐献的政策
和流程后，任守华在《人体捐献器官自愿书》上庄
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正式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
愿者。

在我国，每一百万人中仅有 0.63 人捐赠器
官，每年有 150 万人因没有找到匹配的器官，只
能在等待中逝去。县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告
诉笔者，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人对人体器官
捐献不能接受，这是目前该项工作遇到的最大

“瓶颈”。“经过多年宣传，很多人对器官捐献有
了大体的了解，态度也慢慢从抵触变为理解。
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事
例，带动更多人支持人体器官捐献，为生命延
续希望。”

据县红十字会数据显示，我县器官捐献志
愿者有40余人，已实现人体器官捐献6例。志愿
者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
十字精神，体现了救死扶伤的崇高境界和奉献社
会的高尚情操，将激励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器
官捐献志愿队伍当中，进一步提升市民文明素
质，提高城市文明程度。 （蔡伟玉）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我国将通过全面
摸清底数、科学编制建设规划、合理选择改
厕标准和模式、试点示范、强化技术支撑、建
立完善管护运行机制、同步推进厕所粪污无
害化处理七方面措施，切实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全国农村改厕工作推进现场会 9 日
在山东省淄博市召开，中央农办主任、农业

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
近年来，卫生健康、住建、
文化旅游等部门积极推
进农村改厕，取得了一定
成效，53.5%的村完成或部
分完成改厕，近一半农户进行了卫生厕所改
造。 （新华社）

桂双武：好事做了“一箩筐”
2016 年 8 月，我县设立了

第一批文明劝导员，桂双武便是
其中之一。文明劝导员的工作琐碎、劳

累甚至有一定的危险性，三年过去了，首批
约 80名文明劝导员坚持下来的十不存一，而
桂双武却牢牢扎根在此并结出了丰硕的果
实。如何成为一名让人信服的文明劝导员？
桂双武的成绩不仅是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更
与他的工作态度与人生信条大有关联。

张生：有一次我在鼓角楼那里等人，有一辆车过来靠边停了让
人下车，车门边上的垃圾开门的时候掉出来，下车的人跟开车的在
讲话也没有注意到。车子开走以后我准备过去把垃圾捡起来，旁边
过来一个小年轻从那走，顺手就给捡起来扔垃圾桶了。这个事情让
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小年轻看外形给我的感觉可能是那种比较吊
儿郎当的那种，穿着破洞裤，头发染了一撮黄毛，耳朵里塞着一只耳
机。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不要以貌取人，一个人有没有素质不是看
外表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布偶猫先生：城里现在有很多地方设了礼让行人的点，我自己
开车都是按要求去做的，有的时候个别人的行为很让人火大，但有
时候也确实能让我感到这样做是有意义的。记得有一次，我开车经
过励志中学的那个岔路口，有学生准备过马路我就停下来让他们过
去。当时一起的有四五个学生，他们走到中间围栏那里的时候，一
起朝着我们这边鞠了个躬。当时心里很感动，虽然这件事很小，而
且我们停车也不是为了别人的感谢，但是你这样做了我们心里很舒
坦。

阿七：我觉得一个人有没有文明素养，不在乎你做了多少大事，
反而是在一点一滴中，在一些很细节的地方更能体现出来。我有一
次做公交车，邻座是一位抱小孩的年轻妈妈。小孩子大概三四岁，
在妈妈怀里睡觉。在一个站点有人上车，小孩可能迷迷糊糊惊醒
了，不小心踢了我一脚。小孩妈妈说着对不起，然后用手捧着鞋
子。我说没关系，但直到下车，她捧着鞋子的手才放下来。

笑笑：有一天傍晚，我在体育场那边散步，我前面是一家人带着

一个小女孩在玩闹。走着走着，小女孩突然就指着路边上的一根烟
头说，“妈妈，这里有垃圾。”然后她妈妈就问她，“看到有垃圾要怎么
办呢？”小女孩回答说，“垃圾不能乱丢要扔到垃圾桶里。”然后，小女
孩捡起了烟头，他爸爸把她抱起来让她亲手把垃圾扔进了垃圾桶。
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好的家风真的是影响一辈子的事情，
文明素质的培养和提升，家庭教育非常重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
掌。”从孟夫子的话对中国敬老
的传统可见一斑。的确，敬老之
礼在我国被极为重视，最直接的
表现形式就是每年的重阳节。

眼下重阳将至，尊老敬老的
话题再被重提。但很多时候，我
们对于尊老敬老，仍停在纸上、
挂在墙上，如何真正实现尊老敬
老，让他们安享晚年，是一个无
法回避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

笔者看到卢祥兰时，距离她参加北马完赛已半月有余。48
岁的卢祥兰，看起来却不超过 40 岁，瘦弱娇小的身板，轻言细
语的说话方式。很难想象，她是一名出色的马拉松跑者，曾多
次参加国际国内马拉松大型赛事，并取得良好成绩，是我县目
前在全国范围内跑马成绩最好的女选手。

42 岁成为一道分水岭，将卢祥兰的人生切割成看起来毫
无关联的两段时光。42岁之前，她的人生无波无澜，身份是单
位员工以及家庭妇女，生活两点一线、平淡简单，一眼就能望得
到头；42 岁之后，她开启了新的人生副本，作为一名马拉松跑
者，享受一场场赛事带来的荣耀与快乐，获得了一种豁然开朗、
超脱达观的人生体验。

时光回溯至6年前，如果有人告诉卢祥兰，她会参加马拉松
赛事，并且跑得不错，卢祥兰会认为此人在说笑。因为在此之
前，卢祥兰没有什么竞赛经验，从没有想过会参加这类比赛，就
连跑步的初衷也只是为了健身。“我结婚之后不知不觉就长胖
了，38岁的时候开始认识到健康锻炼的必要性。但真正开始系
统锻炼还是42岁的时候，开始每天晨跑，想让自己瘦下来。”卢
祥兰说，最初一圈她都跑不下来，一度想要放弃，但还是咬牙坚
持下来了。慢慢地，身体适应了节奏，她开始有意识地增加锻
炼强度。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依次递增。如今，她一口
气能绕着政府广场跑8圈，6.4公里。“一开始，觉得是在受罪，跑
的过程中总是气喘吁吁，身体重得抬不起来。后来，身体适应
之后觉得跑步很轻盈很享受，什么都忘记了，什么都看淡了。
现在已经是热爱跑步了，不跑不行。”卢祥兰说。

如果说多年的跑步为卢祥兰参加马拉松打下了坚实基础，
那加入跑协则是她参加马拉松的促成因素。2016年之前，我县
跑协还未正式成立，只有爱好者们自己组成一些小圈子。直到
2016 年 5 月，我县组织“滨河八公里”公益跑，正是这场赛事将
全县各地的长跑爱好者聚到一起。“‘滨河八公里’可以说是我
们跑协成立的‘催化器’，我在那场赛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中
年组第二名，这也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有参加小规模竞赛的能
力，鼓舞了我的信心。”通过这次比赛，卢祥兰正式加入了广德

跑协，如今，跑协成员已达到157人，是这个协会为广德长跑爱
好者提供了交流互通、共同成长的平台。

“我加入跑协之后，跟成员们一起跑步锻炼。也正是他们
发现了我有跑马的能力，鼓励我去参加比赛。”卢祥兰说，2017
年 4 月她第一次参加正式的马拉松赛事。那是在长兴，“龙之
梦”太湖图影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卢祥兰跑出了 1小时 53分
的成绩，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5月7日，她又参加了在宣城
的半马比赛，跑出了 1小时 51分的成绩，再次突破自己。6月，
在2017欢乐跑•中国10公里锦标赛中，她以48分49秒的成绩
登上“中国欢乐英雄榜”，她的名字出现在国际田联官网。11月
的杭州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上，她跑出了 1 小时 43 分的成
绩，大大突破自己的同时，也拿到了排名第47名的好成绩。

时至今日，卢祥兰参加国际国内的半马及全马比赛已有十
余场，其中包含A类赛事五场。早已成功跨入半马的抽签红线
——1小时52分。这就意味着，卢祥兰参加很多国际国内半马

比赛无需抽签便可参赛。对于她而言，接下来，是要突破全马
的抽签红线——3小时52分，“我现在全马跑下来最快3小时55
分，3分之差，是我尽快要赶超的时间。”卢祥兰表示。

“跑进”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注定是卢祥兰跑马以来最值得
称道的事。北马又称“国马”，是由中国田径协会主办，在国际
田联和国际马拉松及公路跑协会备案的中国最高水平的马拉
松赛。其受欢迎程度，举办历史的悠久以及整个赛事的规模在
全国无出其右，是全国整个跑友圈子心中的“朝圣之地”。今年
的北马有11万人报名，但最终中签参加比赛的只有3万人。作
为“幸运儿”参赛的卢祥兰跑出了3小时55分47秒的成绩，名列
8442名，在4914名女跑者中，名列623名。

“我没有辜负自己对自己的期待，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
绩。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经历。我看到了许多坚持
多年参赛的跑者，还看到了几位年过 7 旬的老人，他们都给了
我很大的鼓舞。”卢祥兰说。

卢祥兰告诉笔者，跑马这么多年来，最深的体会就是坚
持。多年来，卢祥兰坚持夏天4点50起床，冬天5点20起床，每
天十公里，年年如此，日复一日。这其中有热爱的因素，但坚持
的毅力必不可少。“坚持长跑不仅让我养成了自律的习惯，精神
面貌也有了很大改观。更加自信阳光了，学会戒骄戒躁，处事
淡泊坦荡。当然，身体也更好了，更轻盈更显年轻态。”在卢祥
兰看来，长跑是一个修炼自身、涤荡心灵的过程。 （赵丹丹）

广德跑者“““国马国马国马”””扬威

编者按：被誉为「国马」的北京马拉松，是国际田径联合会认证、国际马拉松及公路跑协会备案的国际田联金标赛事，被
跑友列为人生必跑的一场马拉松，于9月16日早上7点30分在天安门广场激情开跑。

本届北京马拉松共有111793人完成报名，最终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名选手走上北马赛场 ，完赛人数28227名。
广德县长跑运动协会卢祥兰、王财庆、张学进有幸中签并参加了此项赛事，其中卢祥兰获得民间跑者2018年“我要上奥运”
女子200名名单中第88名；王财庆、张学进两位跑者也跑进3小时30分以内的好成绩，位于全国业余精英跑者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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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考研昨起报名
昨日起至本月 31日，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进入正式报名阶段，时间为每天
9:00-22:00。考生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进行报名。近年来，考研的报名人数
一路走高，2018 年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 238

万，较 2017 年增加了 37 万人，增幅达 18.4%。
多省份的报考人数及增长率也都“破了纪
录”。山东作为生源大省，2018年考研人数达
到 213803 人，同比增长了 14.54%，是历年来
考研人数最多的一年。 （中新网）

高速公路ETC使用率不足四成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我国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
系统（ETC）用户突破 5900 万，ETC 的使用
节约了燃油消耗，降低了排放。2017 年节
约车辆燃油约 11.19 万吨，能源节约效益
约 9.52 亿元，减少污染排放 3.44 万吨。数

据还显示，ETC 车道通行量占高速公路总
通行量的比例不足 40%，有的省份不足三
成。记者调查发现，办理程序繁琐，可使
用场景偏少，车主办理 ETC 业务动力不
足，导致 ETC 覆盖率偏低。

（新华社）

全国超半数村庄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

图为参加北马时与另外两名广德选手获得完赛奖牌

会万象会万象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