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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荣获15项国家级荣誉，连续两年“感动中国”，7人登上“中国好人榜”
未来三年将打造成“充满阳光、充满温情、充满正能量”的温暖城区

有一种温暖，叫“二七”，有一种现象，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这几天，位于二七
区陇海路与嵩山路附近小
区的朱春雷家里很热闹，
有好些年没有见过、联系
过的老同学不远万里来看
望他，从澳大利亚回来的、
从海南回来的……

也有多家省、市级媒
体先后对他进行了采访，
河南商报、郑州电视台、郑
州日报……大家除了为他
的遭遇感到痛心外，更多
的是对坚持 19年照顾他
的一帮同学的精神的敬
佩和朱春雷义务为学童辅
导功课的赞扬。

在二七区，有“陇海大
院”、胡佩兰这样被人熟知
的爱心人物事迹，也有每
天在全区各个角落上演的
好人好事，这已然成为一
种社会现象。如今，说起
二七区，扑面而来的是，好
人比比皆是，好事蔚然成
风。这是二七人长期传承
集聚的结果，是长期作为
的结果，是润物无声、成风
化雨的结果。“二七现象”
的产生，也激励着更多二
七人向善向美。

今年起，二七区全面
开启了“温暖二七”三年行
动计划，全面实施“八大行
动”，打造“充满阳光、充满
温情、充满正能量”的温暖
城区。
记者 景静 文/图

【“感动中国”人物】
2013年度 胡佩兰
2014年度 陇海大院

【全国“最美家庭”】
2014年 方秀云家庭
2015年 谷殿明家庭、马昕家庭

【中国好人榜】
2010年 陇海大院
2011年5月 胡大白
2012年11月 方艳萍
2014年3月 胡佩兰
2016年2月 窦桂华
2016年3月 张效房
2016年12月 谷殿明

【全国文明家庭】
2016年第一届
马昕家庭、方秀云家庭

【全国“十大最美医生”】
2016年 郑大一附院医生 张效房

【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社区】
2016年 大学路街道康桥华城社区

【全国“亲子阅读书香之家”】
2017年 马昕家庭

二七区获得国家级
表彰的人物有哪些

《温暖》
——写给二七的你

作者：范光华 刘潇潇

温暖
有时是一种牵绊

就像邻里间的小小门铃
你在这边，我在那端

温暖
有时是一种陪伴

就像顺手扫扫屋子做顿饭
你开心吃，我微笑看

温暖
有时是一种简单

就像一张安静的小书桌
你在辅导，我在钻研

温暖
有时是一种纪念

就像先烈的后人不忘初心
你在平凡中伟大，我在岁月中沉淀

温暖
有时是一种快乐

就像街头巷尾的志愿者
你忙碌，我点赞

温暖
有时是一条漫漫长路

就像19年的同学情谊弹指一挥间
你的任劳任怨，点亮我的人生明天

温暖
有时也是一种大爱

把爱的温暖散播在城区的每一个角落
你给予，我收获

温暖
是二七区的核心主题

温暖里有老百姓的大城小事
更有二七区的诗和远方

未来三年，打造“充满阳光、充满
温情、充满正能量”的温暖城区

2017年，二七区以“十大惠民工程”为指引，全
面开启“温暖二七”三年行动计划，形成辖区群众
安居乐业有依托、生老病孤有依靠、社会生活有尊
严，全社会其乐融融、共享温暖的良好局面，全力
打造出最“充满阳光、充满温情、充满正能量”的温
暖城区。

目标 全面提升群众获得感、认同感、归属感、
安定感、满足感。

实施途径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镇
（街道）和社区具体实施。

手段和抓手 以关爱老、少、妇、残、困难和特殊
群体为重点，以社会组织、专业团队、志愿者队伍参
与为手段，以慈善项目、公益项目、民生项目为抓手。

着力搭建“四大平台”党群服务中心平台、社
会组织双服务中心平台、信息宣传网络平台、公众
参与联动平台。

全面实施“八大行动”孝老关爱服务行动、妇
女关爱行动、青少年关爱行动、残疾人关爱行动、
困难群众关爱行动、职工关爱行动、特殊群体关爱
行动、善行美德弘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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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昕 1973年出生于河南省新蔡县农
村，父亲马云杰、母亲杨秀坤是村里公认的
好人，街坊邻里谁家需要帮忙了，夫妻俩只
要有能力，就绝不推辞。受父母影响，马昕
上军校后，一直惦记着村上那些有难处的
乡亲。逢年过节，他都多寄一些钱回去，让
父母给村上的孤寡老人买些礼物；每学期
开学，他还会寄钱让父母帮几位家庭贫寒
的孩子交学费；偶尔在电话里听说哪个亲
邻遇上了大的难处，他常常会向战友借钱悄
悄地帮上一把……

马昕兄弟姐妹6人，他在家中排行老五，
但因为穿上军装带过兵，他一直是兄妹中的
“主心骨”。在马昕的引导下，兄弟姐妹相继
在郑州打工、开店，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2008年6月，马昕调到了郑州警备区工
作，便将农村年迈的父母接到家中照顾，又
先后动员在郑州打工的兄弟姐妹搬到同一
个小区居住。马昕把部队好作风融入家庭
建设，将30多口人的大家庭编成一个连队，
遇有重大问题时一起协商，形成方案后分工

负责，抓好落实。
为增强大家庭的凝聚力，2009年初，马

昕建议创立“和谐家庭爱心基金”。逢年过
节聚会时，鼓励大家将零花钱存入基金账
户，自觉自愿、多少不限。“爱心基金”积攒到
一定数额后，马昕会组织 6个家庭全体出
动，陪两位老人外出旅游。年终时，突出奖
励学习标兵和先进工作者，重点资助年轻的
家庭成员开拓创业。

受家长的言传身教，家中每个人都乐于
奉献，如今，家庭第三代人每月自愿为爷爷
奶奶“发工资”。马昕的女儿每天放学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帮大人做家务，学习也没耽
误，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队干。

马昕说：“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大家都在
积极地去传播真善美，我生活在二七区，身边
的这些人每天都在做善事，都在传播正能
量。我非常愿意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帮
助并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去做善事、好事，让大
家去向善向上传播更多的正能量，让我们的
二七区、郑州市更加美好，让社会更加和谐。”

从小受父母影响常常助人为乐
要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去做善事、好事

马昕：

1998年，从郑州大学毕业已3年的朱春
雷准备开一家电脑公司，就在他租好门面，
与朋友到外地办事的回程途中，一场交通事
故撞碎了他美好的前景，自此高位截瘫。

“一直无法从阴影里走出来。”朱春雷提
起当年的情况时说，“一年多的时间，除了吃
饭，几乎全是睡觉，躲避现实。”他的同学知
道后，不仅每年为他垫付生活费、理疗费、护
工费等，还为他过生日，不定期到家中陪他
聊天。

朱春雷的小学同学姚军伟说，他俩在一
个家属院长大，发生意外后，朱春雷的情绪
很低落，他和同学们就经常去看他，陪他说
说话。

朱春雷现在住的房子是姚军伟的。81
岁的老母亲得了帕金森需要保姆照顾，桃源
路的家里太挤，两年前朱春雷搬到这儿后，同
学们来照顾看望更方便了。社区给朱春雷办

了低保，每个月有600元，每年同学们都会为
他凑几万元钱，支付康复训练和保姆费。

除了到医院康复时背进抱出，平时，
同学们也是谁有空就带朱春雷出去散心。
1月19日朱春雷的生日，4月23日车祸灾难
日，每年这两天，他们都会陪朱春雷一起过，
19年来从未忘记。

而朱春雷为了将爱心传递，在床上当起
了老师，辅导附近孩子的功课。朱春雷说，
现在自己把功课给拾回来了，自己的信心也
树立起来了，觉得自己还有用。

今年初，共青团二七区委帮助朱春雷成
立了“春雷工作室”，注册了郑州市青年志愿
者，街道团工委书记与其结成互助对子，团
干部和社工将定期来帮助他。同时，也希望
通过他灿烂的笑容和乐观的精神，感动身边
更多的人，触动更多人的心灵，通过这个工
作室传递给二七区更多的温暖。

截瘫19年，同学帮他，他帮学童
成立了“春雷工作室”，传递更多的温暖

朱春雷：

1986年，胡佩兰从医院退休后，一
直在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坚持坐
诊27年,每周出诊6天,从未间断。“便宜
药治大病”是她的口头禅,退休后,8年捐
建50多个书屋。

行医70年来，她看病坚持亲自做检
查、写病历，坚持在有效的前提下尽量
开便宜药，很少超过100元，努力为病人
解决身心难题。她生活节俭，舍不得在
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但经常拿出微薄
的收入给病人垫付医药费。2000年，她
满怀热忱加入青年志愿者，成为年龄最
大的注册志愿者。

2014年1月22日，98岁的胡佩兰去
世，留给世界最后一句话是：“病人看完
了，回家吧。”

去年，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
胡佩兰的名字成立了一支健康义务宣

传队，目前有 40余人，经常参加二七区
的志愿服务活动，为居民讲解如何健康
生活、免费体检。不方便行动的居民，
宣传队也会上门提供健康服务。

“胡佩兰”健康义务宣传队的成员
李娜是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
名医生，她说：“这个队伍里的成员都是
受胡老师的影响加入进来的，她是广大
医务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以治病救人为
天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虽然胡老
师去世了，但她一心为民的精神一直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作为二七区最基础的
社区片医，我们要以胡老师为榜样，扎
根社区，做中国最好的片医。”

宣传队里年龄最大的卫大爷今年
70岁，以前自考过营养师，听说组建这
个义务宣传队后主动要求加入，用自己
所学像胡佩兰一样奉献他人。

大医精神影响后辈
社区成立义务宣传队服务居民

“为什么我
们能够感动中

国？我想应该是
那份坚持！”如今距离“感动中
国”人物表彰已 3年多，距离
高新海瘫痪已近 42年。高
新海说，人做好事一天两天

可以，可是大家不是一个家族，更
没有血缘关系，40多年如一日地坚持下
来，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爱心啊。

去年新年，高新海在好心人的资助
下换了一辆新的电动三轮车，他有机会
外出时，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总会主
动地送他们到目的地。

2016年 9月，高新海开车拉着樊石
头经过南四环时，看到一个20多岁的女
孩十分焦急地在路边打车，好不容易拦
住一辆却被对方要高价。高新海主动
提出送她去目的地，女孩问多少钱，高
新海称顺路，不要钱。女孩半信半疑但
还是上了车，到目的地西广场下车时，
女孩恍然大悟：“我想起来了！你们是

陇海大院！我在电视上见过。”
照顾高新海的老邻居们也个个是热

心肠。2016年7月，原市三院急救科大夫、
一直为高新海做护理的周喜荣在去四川
省乐山市的火车上，看到一个50岁左右
的男子突然犯病不省人事，周喜荣立刻为
其快速施救，男子转危为安。

如今，那些老邻居中大多数人年龄
都不小了，很快也都干不动了，但令大
家欣喜的是，又有很多新鲜血液加入到
“陇海大院”这个集体，很多年轻的志愿
者、爱心人士愿意做老邻居的接班人。

“护理员”樊石头说，志愿者虽然年
轻，但是他们干得都比他好，一旦不上班，
就去高新海那儿，干活、做饭、陪他聊天。

陇海大院社区支部书记井勇说，他
在二七区工作了十几年，看到很多温暖
感人的画面，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
围的人，又带动了一大片人在做好事。
作为社区书记，他通过社区组织这一桥
梁和纽带，引导和争取更多有爱心的人
加入进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陇海大院：
一场爱的马拉松，没有终点

高新海和好邻居们都成为爱的传播者

胡佩兰：

马昕教妈妈如何玩微信 胡佩兰生前为病人看病

邻居陪同高新海在绿城广场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