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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4日，20多岁的小徐在唐王立交附
近遭遇车祸被困车中，幸运的是最终死里逃生，而
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是恰巧开车路过的
热心路人郭效东。

郭效东，男，1987年12月出生，曲堤镇后辛村
人。2019年9月4日傍晚郭效东一家和朋友驱车
从青岛赶回济南，途经唐王立交时遇到堵车。据
郭效东回忆，当时路上不像是因为车多堵车，他感
觉可能是事故造成的，于是就从应急车道往前去
看了看，发现是车祸有人被困。当时被困男子浑
身是血，意识已经不太清楚。于是他立刻让妻子
打电话求救，让朋友朱文龙负责外围安全并保护
事发现场，他自己则守在伤者身边，一直陪他聊
天，防止伤者昏迷。

为防伤者昏迷
热心小伙“陪聊”1小时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浑身是血，意识已经不
太清楚了，一直在说胡话。”郭效东说，他知道人在
受重伤的情况下，一旦睡过去会很危险，他一直找
各种话题跟伤者聊天，还把车上孩子的包被拿来
给伤者盖上。

对于这起比较严重车祸，郭效东表示他不是
外伤专家，不敢轻易挪动伤者，怕造成二次伤害，
于是只能通过不停说话让伤者别睡过去，坚持等
待救护车到来。“我大概跟他聊了1个小时零5分
钟，”郭效东说，之所以把时间记得这么清楚，是因
为现场等救援时他自己也很紧张，不停地看手

机。救护车到达现场后，郭效东又帮救援人员将
伤者抬上担架，送到救护车上。“我一共在现场待
了3个多小时，把伤者送走之后，我又留在现场做
笔录。”他说，“我当时拍了一段带有他驾驶证信息
的现场视频发到群里让大家帮忙找家属。”也正是
这段视频，让伤者父亲徐光兴最终联系上了郭效
东。

2019年9月24日，在曲堤镇，徐光兴第一次见
到郭效东，说起儿子出车祸后，在郭效东的帮助下
死里逃生，徐光兴眼里泛起了泪光。“他当时伤得
那么严重，如果当时没有你，我不知道他会怎么
样。”徐光兴紧紧握着郭效东的手说。

徐光兴的儿子小徐在得知找到了自己的救命
恩人时，也录了一段感谢视频。“如果不是您伸出
援助之手，后果确实不堪设想，我和我的家人对您
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小徐说。

但是谈及救人，郭效东起初不愿意说太多。
后来在记者的追问下，他才说道：“我这人喜欢‘打
抱不平’，这事咱碰见了，不可能袖手旁观。”

热心小伙做公益多年
古道热心从不求回报

郭效东从2013年开始做公益，他一直乐于助
人，默默奉献，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013 年，他偶然在路上碰到一位骑三轮车的
老人摔倒，车链子也断了，他上前将人扶起来并帮
忙把车子修好。当时那位老人感激的眼神让他深
受触动，没想到对郭效东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的
小事，对摔倒的老人来说
却像是帮她解决了一个
天大的困难。也就是从
那之后，他开始召集朋友
一起做公益，成立了恒通
农贸民间公益团队。

2013 年 12 月份的一
天晚上12点多，出差回来
的郭效东路过官庄村，看

到路边有两位老人焦急在拦车。郭效东心想：大
半夜老人出来拦车肯定是遇到难事了，既然碰到
了就帮一把。下车后发现两位老人不同程度受
伤，地上还躺着一个受伤比较严重的，简单对话了
解到三人乘坐的电动四轮车撞到路边的石墩了，
地上躺着的是孟家村的孟凡利大哥，正流血不
止。郭效东没有犹豫就将伤者抬到了车上，急忙
开车往镇医院赶，同时给120急救中心打电话。由
于伤情严重，到了镇医院医生说需要转到县人民
医院，没有几分钟急救中心车也到了，没有耽误急
救。经过72小时的抢救，孟凡利大哥转危为安。

他平时也经常主动免费为村里卧床不起的老
人提供花费和日用品。郭效东说“我是一个心软
的人，见不得别人流血流泪。帮助别人，自己心里
也痛快”。

郭效东身体力行热心于公益事业，这也带动
了他身边的人。这些年，他和朋友们对路上遇到
的突发情况都不会袖手旁观，还会经常到一些贫
困家庭走访、帮扶。他还教育两个孩子要乐于助
人，两个孩子在他的影响下非常听话，富有同情
心、愿意为别人着想。郭效东的妻子也从最初觉
得丈夫是“多管闲事”，到现在被感染一起做公益。

伸出援手，拒绝冷漠。我们要坚持善良多一点，
坚持热心多一点，坚持信任多一点，勇敢伸出援手，
让社会变得更加温暖。我们需要更多像郭效东这样
的好心人，通过宣传他们的故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传递更多的正能量。正如歌词唱的那样，只要人人
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

她是一名弱女子，她是一名下岗职
工，她是一位共产党员；她努力孝亲敬老，
精心照料高龄婆婆；她给娘家舅一个温暖
的家；她承担姨夫呵护儿孙的责任；她无
私奉献，以大爱温暖社会，给敬老院老人
送去关爱，为素不相识的患病儿童捐款
……她以一片真情诠释了一位共产党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高尚博爱情怀。
她，就是济北街道安大社区华宇舜苑小区
的张梅花。

婆婆的“贴心小棉袄”
年届 50 岁的她，21 年党龄。30 岁下

岗。先后卖过服装、开过饭店、经营过太
阳能、厨卫具、城市房屋中介。风风雨雨，
不懈奋斗，终于让“妈”住上了宽敞明亮的
楼房。

“妈”不是亲妈，是婆婆王兆桂，今年
86岁。“打梅花进了俺家门，背后她也从没
称呼过俺‘婆婆’‘他妈’，整天‘妈’‘妈’亲
亲地喊，叫得人心里暖洋洋的。”身体硬
朗，精神矍铄的婆婆笑得双眼眯成了两条
线。多年来，婆婆一直跟张梅花生活，娘
儿俩从未红过脸。每到做饭，张梅花都是
问婆婆想吃什么。晚上睡了，总在夜间去
查铺。冬天给婆婆掖掖被子，夏天开窗通
通风，总怕婆婆冻着热着。

年龄渐大，婆婆的牙齿渐渐脱落，张
梅花就带她去医院清理牙根，咬牙印儿，
为其镶了满口瓷牙。后来，婆婆吃饭不得
劲，她就又带婆婆去镶了材质更好的满口
瓷牙。

婆婆年轻时风里雨里拼命劳作，染上
了顽固腿痛。张梅花就买来膏药，给婆婆
贴满腿；后又用热毛巾给婆婆做热敷，但
效果都不好。她就带婆婆去远远近近的
医院诊治，医生让用中药熏，张梅花就熬
好中药，手架婆婆的腿悬于支好的药罐上
熏治。效果还是不明显，她就买来电热敷
器，每晚给婆婆的腿做热敷。她边给婆婆
做热敷，边给婆婆洗脚，剪指甲。还常常
给婆婆捶捶背，摁摁肩。不时讲着白天所
见所闻、听来的幽默笑话，常常‘惹’得婆
婆笑得前仰后合。

住烦了窄小暗黑平房的婆婆老早就
流露出要住楼房的愿望。2009年 9月，张
梅花就拿出多年的积蓄，又贷借部分资金
买了楼房，把最朝阳明亮的房间让给婆婆
住。

但是，婆婆却推说楼高不下楼了。为

让婆婆多吃碗饭，活动活动筋骨，张梅花
就牵着婆婆的手在客厅散步，婆婆说腿
疼，她就扶她或架着她走。

2019年秋天，婆婆患了“胸积水”，一
住医院就是半个月，她在家给婆婆做好吃
的送到病床前。饭后就守在婆婆身旁，一
会儿给婆婆削个苹果，一会儿给婆婆掖掖
被角，一会又扶婆婆上厕所。同房间的病
友羡慕地对婆婆说，你福气可真好，你闺
女可真心疼你呀！

“梅花的父母也都86岁了。都说‘闺
女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可她忙得很少
去看望父母，倒是我这个外姓婆婆却享受
到‘贴身小棉袄’的温暖了，不知哪辈子修
来的福哟！”婆婆不住地拿纸巾擦湿湿的
眼睛。

舅舅的“暖心亲闺女”
啦起张梅花这个外甥闺女，68岁的娘

家舅舅杨圣宝眼泪就止不住地吧嗒吧嗒
往下掉。

个子瘦小的舅舅一直未成家。过去
在农村孤身种地，没人照顾，生活很艰
难。“亲娘舅跟亲生父母有何两样？我得
给他个温馨的家。”2002年 2月，张梅花的
饭店一开张，她就把舅舅接来让他看门
儿。从此，每拓展一项事业，她都把舅舅
带在身边，当爹孝敬。每每租房都给舅舅
租间宿舍。总给舅舅安排些诸如看门儿，
打扫卫生的活路。其实，她是想让舅舅感
觉自己还有用，让舅舅安心。可大多时
间，她却让舅舅去广场看文艺节目，找老
朋友打打牌，聊聊天儿。

无论多忙，她都安排舅舅按点吃饭，
饭菜荤素营养搭配，尽力让舅舅吃饱吃好
吃出健康。舅舅爱喝酒，吸烟，她劝说他
少用，可舅舅还是每天半斤白酒两盒烟，
她坚持满足供应；一年四季的衣服，她都
及时给舅舅买下，让舅舅穿得时尚干净，
保证冬暖夏凉。

如今舅舅上了年纪，有时感冒。她总
在第一时间带舅舅去医院看医生，拿药或
输液。2019年7月12日，她发现舅舅走路
脚步不正，说话口齿不利。便立马将其送
去医院就诊，结果舅舅患了脑梗，输液15
天，她始终守在病榻前，为舅舅翻身、按
摩、端屎倒尿，寸步不离。如今，舅舅烟酒
都戒了。

舅舅却满脸愁绪，郁郁寡欢。张梅花
看出其心思，紧紧拉着舅舅的手说，您老

不必担心，您很快就会好起来。退一
步说，就是不好，我也会不离不弃，一
定为舅舅养老送终。舅舅开心地笑
了。在舅舅的积极配合治疗下，舅舅
很快恢复了健康。但为了巩固治疗成
果，每天要服用十几种药，月支付药费
300 多元，张梅花一直坚持出钱及时
足额购买，并监督舅舅将药服下。

姨夫的“担责好儿子”
命运好像在跟亲戚开玩笑，也好

似在有意考验张梅花。2006年 6月，
住曲堤镇北街村的姨夫刘乃起查出患
了舌底癌。当时姨夫的儿子身体不
好，孙子尚小。张梅花得知后，就带上
一沓现金，带着姨夫到各个医院跑。
化疗，输液……她坚守在病床前。她
帮着跑下大病报销手续，为其申请了
低保。

然而，张梅花的真情还是没挽留
住姨夫的生命。当姨夫弥留之际，紧
紧拉住她的手恳切嘱托：“梅花啊，你
虽是个女孩子，却有男人的担当，你就
受累常跑着点，以后我的家人就由你照顾
了。”张梅花认真听着泪眼婆娑，哽咽着使
劲点点头。

不久，姨夫的儿子又查出患了胃癌，
她像对待姨夫那样，无微不至照顾，从各
方面做了最大努力，姨夫的儿子还是永远
地走了。

之后，张梅花经常带上补品、生活用
品去看望安慰姨母，对其孙子刘超更是关
爱有加，每年都给他买衣服、学习用品等，
直到初中毕业就业。

“这么多年，俺媳妇儿泥里水里拼事
业，竭尽全力照顾这个家，照料母亲，还为
亲戚撑起一片天，可真苦了她了”。在乡
镇工作的丈夫庞月亭红着眼圈儿说，张梅
花一听说哪家亲戚遇到难处，总立马从门
店拆资金或关了门店前去帮助解决，有时
累病倒了，还强打精神硬撑，她像似在为
别人活着啊！

陌生人的“远方亲人”
走进张梅花目前经营的城市房屋中

介“济南电视台旅居中国城市展厅”，墙上
悬挂的两面艳红的锦旗格外引人注目。
善解人意的员工赵卫华迎着笔者好奇的
目光娓娓讲述了它们背后的故事。

2019 年 11 月末的一天晚上，张梅花

一边和舅舅聊天，一边给舅舅捏胳膊捶
背，舅舅突然说，你忙一天，还要给我买
饭，盯着我服药，辛苦侍候我，回家还要侍
奉婆婆，天长日久啊，看你累成啥样了，干
脆把我送敬老院吧。张梅花听后，不假思
索地说，那可不行，那样我就不能随时看
到您了。这时张梅花就想到敬老院的老
人们远离亲人，有的没了亲人，多么需要
关爱呀。张梅花就立马决定去看望他
们。第二天，她推掉了所有业务，紧锣密
鼓地做着送温暖准备工作，隔天，她带上
朋友的水兵舞队，车装65条毛巾，65包洗
衣粉，3大包新衣服，来到太平敬老院，将
所带物品分发到每位老人手中，并为老人
们演出了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受到
老人们热烈欢迎。

院长杨吉亮更是被感动得热泪盈
眶。遂向张梅花赠送了“心系老人，奉献
爱心”和“爱心助老献真情，真情温暖老人
心”两面锦旗。

“嫂子不仅孝亲敬老做得好，还是关
爱远方陌生患病儿童的亲人。”小姑子庞
兰玉一脸的敬佩和自豪。她说张梅花曾
数次响应网上“水滴筹”倡议向患病儿童
捐款。手机上收到显示的感谢信就有30
多封；2018年12月，她看到中央电视台正
为一患白血病儿童募集善款，当即通过微

信向该台《一呼百应》栏目组发去了 200
元，被授予“爱心大使”称号。

家人的“传爱好榜样”
一个党员一面旗，一人模范全家红。

张梅花的事迹感动着每一位了解她的人，
更感动、鼓舞着身边的家人。丈夫庞月亭
忙工作顾不上家，可每当周末、年节回家
就给母亲端饭沏茶，按肩捶腿，陪母亲拉
呱儿。隔段时间就利用晚间开车带上妻、
儿去看望岳父母。在区税务局工作的儿
子庞帅是共产党员、单位的先进工作者，
乐于助人，拾金不昧。2018 年 6 月的一
天，他在陇海路捡到一部未开封的手提电
脑，很快通过手机微信朋友圈寻找如愿，
及时将电脑归还施主。失主向他赠送了
锦旗。2018年末，张梅花家庭被评为安大
社区“文明家庭”。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初心不改，
担当作为，用心用情用力用功孝亲敬老，
关爱身边人，无私奉献，服务大众，播爱于
社会，才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伟大而光荣
的称号。”张梅花微微笑着，那眼神好似春
天的阳光，像要照亮温暖整个世界：“今后
我要更加百倍努力，让更多老人和群众感
受到党的温暖。”

（冉庆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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