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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水水之之恩恩，，涌涌泉泉相相报报。。
十十七七年年前前，，得得知知自自己己读读高高中中
时时的的房房东东大大娘娘身身患患重重病病，，生生
活活无无法法自自理理，，年年幼幼的的孙孙女女无无
人人照照料料，，朱朱观观景景毅毅然然瞒瞒着着家家

人人辞辞去去公公职职，，回回到到老老家家赡赡养养老老人人将将近近
十十年年。。寒寒门门学学子子，，义义高高如如天天。。羔羔羊羊跪跪
乳乳，，反反哺哺经经年年。。

辞去北京的公务员工作，瞒着父
母回乡，用九年时间照料生病的房东
大娘，朱观景曾经遭人怀疑、误解。
而他说：“其实先是大娘对我好，我
这也是一种报恩。”

高三那年，因为家远，朱观景和
一个同学租住在学校附近的朱学秀大
娘家中。朱学秀时年67岁，早年丧
夫，两个儿子早逝，儿媳改嫁，只有
两岁的孙女琪琪相依为命，生活清
贫。但当她得知朱观景除了自带的干
粮，每周只有2元生活费时，坚决免
了他的房租，还经常给他做饭吃。大
学四年，朱学秀大娘还资助了他1200
元的学费。

毕业后，朱观景通过考试进入北
京市司法系统工作，每月给朱学秀寄
钱接济。2001年，当得知大娘病重
后，朱观景在北京待不住了。朱学秀
患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经常面临生命
危险，琪琪到了上学年龄，没人照
顾。

“当时其实也想着辞职复习考
研，确实有些年轻气盛，但照顾大娘
的事我不后悔。”朱观景说，他年
轻，工作的机会还会有，但如果大娘
没了，他就没机会报答了。

朱学秀大娘说，病重时，她一年
里有半年时间每天要去打吊瓶，朱观
景买了三轮车，拉着她来往于医院、
诊所，并且每天接送琪琪上学。朱观
景负担起了日常生活，还要贴补医药
费，近三万元积蓄很快花光了，之后
又借了约十万元。

后来，朱学秀大娘病情稳定，孙
女琪琪也已长大。朱观景到中央民族
大学读研究生，2013年毕业后，考到
临沂市兰山区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
工作之余，他仍常去看望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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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辞职职离离京京为为报报恩恩

谢金虎

宁津县宁城街道谢西村村民

有一种平凡也铿锵，有一
种坚持叫善良。勿以恶小而为
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凡人善
举，知行合一。经商有道，童叟
无欺。身为80后，谢金虎曾给

远在汶川的灾区慷慨捐款。至今，他为
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5万多人次。以
一己之力饱腹一群人，温暖一座城。

2015年元旦刚过，特色鸡胗店老
板谢金虎一早来到店里开门，天还很
黑，他看到街边的环卫工人。这些环
卫工人都是中老年人，这么早出门打
扫卫生，能吃上热乎的饭吗？谢金虎
决定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早餐。

3月21日是农历“二月二”，谢
金虎决定从这一天开始免费为附近环
卫工人提供早餐。他对环卫工人说：
“大爷大妈，到二月二那天早上来我
这吃饭啊，我免费给大家做早餐。”
消息很快在环卫工人中传播开来。二
月二当天，60多名环卫工人半信半疑
地来到饭店。谢金虎和他的员工们热
情接待他们，准备了软和的大馒头，
可口的咸菜、炒菜，还有热腾腾的鸡
蛋汤。环卫工人吃完饭后，习惯性地
想付钱，都被谢金虎一一拒绝。他
说：“这点早餐比起环卫工人的辛勤
劳动算不了什么。”

从那天开始，谢金虎每天清晨5
点就开始为环卫工人准备早餐，附近
的环卫工人7点半下班后正好能吃上
热乎的早餐。每逢节假日期间，他会
为环卫工们改善伙食。有人问他，这
件事你打算做多久？他说：“只要我
有能力，我就一直做下去，直到干不
动的那一天为止。”

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时时都
在做好事。谢金虎已经把“助人”融
入自己的思维习惯中，付诸行动。同
时，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着快乐，
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截至目前，
谢金虎共为环卫工免费提供早餐5万
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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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环卫工免费提供早餐5万次

“泉城蜘蛛侠”
朱德贵（上左）、李世增（上右）、娄长民

（下左）、刘春明（下右）四位农民工

一场意外的大火，火了
四个“蜘蛛侠”。在他人生
命遭受威胁的紧急时刻，他
们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
出，舍己救人，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道德楷模见义勇为、不怕牺牲
的高尚品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临
危不惧的传统美德。

2016年11月26日上午，济南高新
区草山岭社区一栋28层高楼意外起
火，引发的浓烟直往上蹿，弥漫在单
元楼内，多人被困，情况危急。

此时，金乡县肖云镇朱洼村村民
朱德贵、商河县孙集乡李家庙村村民
李世增、济阳县崔寨镇娄家村村民娄
长民和济阳县垛石镇安子坡村村民刘
春明，正在附近高楼打胶施工，看到
有人在浓烟中求救，立即赶了过去。
在征得现场消防指挥员的同意后，刘
春明负责在地面指挥协调，其余三人
戴上面罩冒着浓烟向楼顶跑去，准备
实施绳索救援。

三人爬上楼顶时，正是烟雾最大
的时刻，能见度很低，他们只好摸索
着找到固定点并将绳索系住。为确保
施救成功，由娄长民在楼顶确保绳索
安全，朱德贵、李世增轮流下降。

滚滚浓烟从楼内往外蹿，在楼外
部形成了一团黑色的烟圈。16楼有一
个年轻女孩在呼救，朱德贵背起女
孩，慢慢滑了两三层楼。救下女孩
后，他又一次爬上28楼，开始了第二
轮营救。

一户5口之家，由于浓烟呼吸困
难，父亲提出先把10岁的儿子送出
去。为了保证孩子安全，朱德贵把身
上所有的安全装备——— 半身的安全带
和加固腰带都给了男孩，自己则用床
单来加固。朱德贵和男孩搭载一块平
板，一方面要掌握身体重心，一方面
要保持匀速下降。最后落地时，壮实
的朱德贵体力也透支了……奋不顾身
救人，济南市民亲切地称他们为“泉
城蜘蛛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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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死冲上28层高楼火场救人

杨曼

枣庄一中高三学生

她本应出现在十几天后
的高考考场上，参加自己人生
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然而为
救一名落水女孩，她不幸遇难。
在人生的“考场”上，杨曼用舍

身忘我的英勇行为，书写了一份壮丽
的答卷。舍己救人，青春永恒。生命的
长度定格十八岁，生命的高度架长虹。

2017年5月20日，那天是周六，在
枣庄一中上学的杨曼放假回到峄城区
古邵镇后虎埠村。下午两点左右准备
返校时，她听到家后面传来呼救声。
有一个女孩在水塘中扑腾着，另一个
女孩在岸边大声呼救。杨曼赶紧折回
家，从家门前拿起一把木锨，跑去救
人。木锨太短够不到，她立即跳进水
里，把女孩托上了岸。

落水女孩得救后，想伸手拉杨
曼，但杨曼挥手说“不要不要”。岸
上的两个孩子立即大声喊人，但没过
一会儿，杨曼自己却用尽了力气，沉
入水里，再也没有上来。几个村民听
到呼救声，跳进水塘救人，把杨曼拖
上岸，但杨曼已溺水身亡。一位村民
说，水塘最深的地方大约4米深。

得救的女孩叫婷婷，她事后说：
“当时觉得有人拽我，把我托起来，
我就上岸了，然后那个大姐姐就沉到
水里了。”婷婷的父亲泣不成声：
“我孩子的命就是曼曼给的，曼曼因
为我的孩子再也回不来了，我很愧
疚！以后婷婷不单是我的女儿，也是
曼曼父母的女儿，一定会替曼曼孝顺
他们。”

杨曼的父亲杨高产哽咽着说，女
儿从小就像个男孩子，有担当，对生
活充满热情，在家经常交代她弟弟要
懂事、要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在杨曼的房间里，她的课本还摆
在书桌上，日记本上的内容永远定格
在了“拼搏，20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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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起落水女孩后却没能上岸

李浩

东平县斑鸠店镇斑鸠店村村民

多年经商的父亲意外去
世，一个账本摆在李浩的面
前，一张“考卷”也摆在了他的
面前。父债子还，李浩用诚信
品格完成了父亲的遗愿，也留

下了一段鲁商佳话。账本是考卷，家风
做裁判；口碑比天大，商德映万年。人
生一诺千钧重，十里八乡留美名。

2016年11月27日，家住德州市临
邑县的李浩专门赶到聊城，把父亲李
道明生前欠下的约4 . 9万元货款挨家
挨户还清了。

“人都不在了，钱肯定要不回来
了。”很多跟李道明合作过的客户都
这么想过。拿到欠款，他们纷纷竖起
大拇指，赞李道明、李浩是“一对好
父子，两个诚信人”。

李道明1999年12月承包了东平县
斑鸠店镇供销社鞋帽店。他每次进货
后都及时清账，年底不用催就会还清
货款。2015年5月，李道明住院，查
出脑瘤。住院期间，他给拖欠货款的
商户挨个打电话，希望他们上门拿货
款。

童鞋批发商周国鹏接到了李道明
的电话。“老李在电话里说，要是不
来，他就不去济南看病。”商户刘玉
伍架不住李道明絮叨，跑了一趟东平
县。李道明欠他5000多元钱，这次还
了3500元。“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病重
了，说不出话来，拿到钱我的眼泪就
掉下来了。”

2016年4月25日，57岁的李道明去
世。“我原以为钱打水漂了。”李道
明的主要供货商杨新彬说，李道明还
欠一万多元货款。当时李道明打电话
让他去拿钱，他感觉人家生病了，住
院也得花钱，不好意思去。没想到老
李的儿子专程来聊城还钱。

重信守诺，父债子还。李浩说，
父亲去世后，他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
个账本，就是依据这个账本来还款
的。“账本就像无声的教育，是我们
家风的最好见证。我爸没给我留下遗
产，但在我还完账之后才明白，他给
我留下最宝贵的遗产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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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好父子 两个诚信人

王家祥

蓬莱市农业局土肥站站长

扎根旷野三十载，田间地
头大舞台。为军旗抹亮色，为
党旗添光彩。他是“半路出家”
的水肥一体化专家，也是关键
时刻勇挑重担的农民“好大

哥”。一年365天，王家祥有200多天都
靠在田间地头、农家果园。做个好人，
成为他30多年如一日的信念和坚守。

三十多年前，来自蓬莱农村的王
家祥在青岛海军服役，成为光荣的人
民子弟兵。复员退伍那天，连长语重
心长地告诉他，到了地方好好干，不
要给咱退伍兵丢脸。从此，一张退伍
证成了王家祥的警示灯。

担任土肥工作站站长，王家祥虽
“半路出家”，但虚心学习钻研。
2003年，全省唯一的农业部水肥一体
化项目落地蓬莱。王家祥敢于先试先
行，带头做了大量研究试验，设计出
一套返冲洗前处理系统。不久，全国
水肥一体化现场会在蓬莱召开，“王
家祥经验”被复制推广。他凭着丰富
的“土经验”，成为全国农业系统9
个水肥一体化专家之一。

农民兄弟对土肥站逐渐认可，王
家祥忙得应接不暇，但他有求必应，
把周末和节假日变成了工作日。2009
年，王家祥患上股骨头坏死，医生建
议尽量少走动。“跑断腿也不能耽误
老百姓的事。”他总是忍着疼痛，下
田风雨不误。

做土肥站站长一晃近二十载，王
家祥已不再年轻，走路一瘸一拐，好
几个老板找到他，许诺退休后十几
万、几十万元高薪聘请，他一一谢
绝。“土肥站就是要帮农民向土地要
效益，通过咱们的工作为他们增收，
对我来说比做什么都值。”王家祥
说。

2000年至今，结合国家旱作节水
农业项目实施，王家祥与团队推广水
肥一体化面积18万亩，节本增效1000
万元；免费化验土壤7500多份，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29 . 5万亩，配
方肥累计施用面积400万亩，减少化
肥用量4万吨，增效超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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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断腿也不能耽误百姓的事

文继华

微山县南阳镇建闸小学校长

择一事，终一生。有这样一
个人，在微山湖的小岛上，用了
29年的时光，用自己的方式践行
着教师的使命，让每一个孩子
不论身处何地都能享受到受教

育的权利。学海无边，微湖泛舟；三尺讲
台，一生守候。知识改变命运，无论贫穷
富有，教育彰显公平。

微山县南阳镇位于微山湖北部腹
地，包含大小83个自然岛屿，建闸村
位于其中一个总面积仅有0 . 9平方公里
的小岛上。1989年，年仅20岁的文继
华来到建闸村小学任教，至今坚守了
29年。

建闸小学原本有6名代课教师，
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
老师们都陆续离开，只剩下文继华一
人。他既是校长，也是孩子们的语文
老师、数学老师、体育老师……

湖区渔民生活较为贫困，很多家
庭供孩子读书都很困难，还有很多父
母认为学习没用。为了使湖区的孩子
不失学，文继华走遍了南阳镇的每家
每户，做孩子父母的思想工作。受他
的感染，很多让孩子辍学或不打算让
孩子继续学习的家庭都改变了想法。

学校的学生大多住在另外的小岛
上，父母又在外打工，接送不便。怕
孩子耽误课程，文继华每天划着小船
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到了冬天，湖面
上结了厚厚的冰，文继华的妻子在前
面刨冰开路，文继华在后面开船，夫
妻二人一起打通孩子们上学放学的顺
畅之路。这样划船来回，文继华坚持
了29年。

家人、朋友都劝过他离开，文继
华说，自己不是没想过离开，但思前
想后，最后还是选择了坚守。“不能
让孩子们一代又一代留在孤岛上。孩
子们要想改变现状、走出湖区，唯一
的办法就是好好学习，走出去。”

在爱人下岗又患病、生活负担较
重的情况下，文继华还多次慷慨解
囊，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
助困难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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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校长孤岛坚守29年

刘成霞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医者仁心，善者榜样。“拼
命三郎”的干劲、不甘人后的
韧劲、大公无私的“傻劲”，一
丝不苟的严劲，累并快乐着，
是刘成霞和她的团队每天如

一的写照。她是医生、是教授、是女儿、
是妻子、是妈妈，鲁北平原千千万万的
父老乡亲对她赞不绝口、心怀感恩。

短发、语速快、走起路来轻快如
风，刘成霞笑说，这是“职业病”。
医护行业的快节奏、高强度人所共
知，但很多人仍可能惊讶于刘成霞团
队的高效。据统计，仅2016年一年，
她作为科主任，带领滨州医学院附属
医院消化内科做了28000例内镜手术，
平均一天做76例。

如此多的患者选择刘成霞，是因
为她的“医者仁心”。

2006年，刘成霞脱产到上海长海
医院学习ERCP(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
造影术)相关技术，回医院后立即成立
ERCP小组，在鲁北地区率先开展了
ERCP及相关技术研究，为大量胆胰
疾病患者解除了病痛。

“早发现一例早癌，就能早挽救
一条生命、早拯救一个家庭。”刘成
霞说，消化道早期癌一般没有严重的
临床症状，所以部分患者不愿意治疗
或直接选择外科手术。“我们非常执
着地给患者打电话，甚至是‘央求’
病人返院治疗。”

有位来自高青的农民在胃镜检查
时发现患有早期食管癌，服药后症状
改善，不愿再进行治疗。刘成霞通过
多重熟人关系找到患者所在村的村支
书，让他到患者家里做工作。手术成
功，病人痊愈出院时，眼含热泪几乎
要跪倒在地。他扛着一袋子自己种的
胡萝卜来答谢，刘成霞赶紧出门买了
桶食用油让他带回去。

“医者要常怀儿女心。”刘成霞
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她经常叮嘱医
护人员 :“一些老百姓来看病，早上4
点坐车，六七个小时以后才能来到医
院。如果我们加加班就能给他做上胃
肠镜、看上病，值!”

◎事迹回放

医者常怀儿女心

任香云

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小赵村村民

丈夫意外去世，她坚持
带着病残公婆和孩子再嫁。
苦寒腊梅开，志坚情意长。
一个弱女子挑起一个家，不
离不弃，苦乐如一；侍亲如

昔，有情有义。她以爱的名义撑起
一个家，挑起最美农家传奇。

任香云，2001年与丈夫相识相
爱，得知公婆是残疾人时，不顾家
人反对坚定地出嫁。2011年，丈夫不
幸离开人世，任香云肩负起整个家
庭的重担，一如既往地照顾公婆。

丈夫离世，年幼的孩子、病弱
的公婆、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30
多岁的任香云身上。看着里外忙得
像陀螺一样的任香云，婆婆心里既
心疼又着急。经不住婆婆的再三劝
说，任香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张乐
明。

“要结婚必须对我的孩子好，
必须伺候好我的公婆。”任香云
说，相处的一年里，张乐明每天下
班就到家里来，给孩子带好吃的，
即便淘气的孩子朝他发脾气，他也
从不恼火。张乐明也答应，以后一
家五口人一起住在小赵村。经过一
年多的接触，张乐明和任香云组建
了新的家庭。丈夫外出打工，任香
云留在家里照顾公婆和孩子。“人
都有良心，他们从前对我那样好，
我绝不会扔下他们不管，要把两位
老人赡养到入土。”任香云说。

每天，任香云都会在家做好
饭，等着公婆来家里吃饭。“公公
眼睛不好，经常出去溜达不定点回
家，我就等到几点算几点。”任香
云说，虽然有了新的家庭，但两家
从未分家。她相信，只要他们努力
孝顺老人，好好教育孩子，日子就
会一天天好起来。

◎事迹回放

好儿媳带病残公婆再嫁

姜玉文

莱西市日庄镇泊子村村民

在莱西，有一个特殊的组
合家庭，姜玉文和妻子是半路
夫妻，共同抚养四个子女、赡
养前岳母。责任演绎成男人最
有力的肩膀，姜玉文用行动诠

释了孝道美德，铸就了人间的美德传
奇。

“一家七口人，没一个人和我有
血缘关系，但在我心里，他们是我
最宝贵的。”姜玉文说。

1994年，一直单身的姜玉文经人
介绍与丧偶的刘永美结为夫妻。当
时，刘永美因为常年肺病药不离
身，岳父母因旧疾腿脚不便，对家
的渴望让姜玉文选择了留下。“觉
着作为一个男人，咱既然选择了，
就好好照顾这个家。”

姜玉文对刘永美的一对儿女视
如己出，对岳父母悉心照料。然
而，平静的生活被一连串变故打
破。2002年底，饱受糖尿病折磨的岳
父离世。2004年春节刚过，刘永美又
去世，撇下了年迈的母亲李桂香和
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料理完后事不
久，姜玉文的兄长多次上门劝他回
老家，离开这个苦地方。姜玉文心
中不忍，决定为老人养老送终，让
孩子成家立业。

不少热心人给姜玉文张罗着说
媒，但很多适龄对象一听说他“拖
家带口”，都打了退堂鼓。直到2005
年，姜玉文才与现任妻子曲红英组
成了新家庭，曲红英也被姜玉文的
善良打动，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搬
到了泊子村，组成了这个特殊的
“重组家庭”。

多年来，姜玉文和妻子一直喊
李桂香“妈”，将老人当成亲娘
待。对待4个孩子，夫妻俩也一视同
仁。如今，4个子女都已经成家立
业，和睦美满。

姜玉文用行动诠释了孝道美
德，正如他自己所说 :“俺叫一声
娘，那她一辈子就是俺娘。哪有为
人子女不养老人的！哪有为人父母
不疼孩子的！”

◎事迹回放

叫一声娘，一辈子是娘

让让崇崇德德向向善善的的力力量量

蓬蓬勃勃生生长长

齐齐鲁鲁大大地地是是传传统统文文化化的的沃沃土土，，大大力力弘弘扬扬和和
践践行行社社会会主主义义核核心心价价值值观观，，山山东东义义不不容容辞辞、、义义
勇勇当当先先。。这这里里有有凡凡人人善善举举、、助助人人为为乐乐的的高高尚尚，，
这这里里有有侠侠肝肝义义胆胆、、见见义义勇勇为为的的担担当当，，这这里里有有吃吃
苦苦耐耐劳劳、、诚诚实实守守信信的的本本分分，，这这里里有有扎扎根根基基层层、、
敬敬业业奉奉献献的的坚坚守守，，这这里里有有润润物物无无声声、、孝孝老老爱爱亲亲
的的品品德德回回响响。。

自自22 00 11 22年年33月月开开始始，，我我省省启启动动““山山东东好好
人人————每每周周之之星星””推推荐荐评评选选活活动动，，并并从从中中评评选选
出出年年度度十十大大人人物物。。截截至至去去年年底底，，已已推推出出44005566名名
““山山东东好好人人””、、330033名名““山山东东好好人人之之星星””，，评评选选
出出6600名名年年度度人人物物。。评评选选活活动动基基本本覆覆盖盖全全省省各各领领
域域，，成成为为山山东东道道德德模模范范选选树树的的主主渠渠道道，，树树立立了了
一一大大批批道道德德榜榜样样。。

经经过过层层层层推推荐荐评评选选，，22001122年年，，共共有有99批批555555人人

入入选选““山山东东好好人人””榜榜，， 44 33人人当当选选““每每周周之之
星星””，，沈沈星星、、郭郭庆庆刚刚、、孟孟祥祥民民、、姚姚希希涛涛王王昆昆夫夫
妇妇、、王王华华堂堂、、谭谭明明建建、、刘刘吉吉传传、、陈陈叶叶翠翠、、周周江江
疆疆、、高高兴兴振振获获得得““十十大大年年度度人人物物””荣荣誉誉。。22001133
年年，，全全省省共共推推出出994411名名““山山东东好好人人””，，评评选选5522名名
““山山东东好好人人之之星星””，，史史俊俊国国、、杨杨秀秀玲玲夫夫妇妇、、李李
本本涛涛、、夏夏晓晓宾宾、、谢谢绍绍爱爱、、张张波波、、王王明明利利和和郭郭
勇勇、、宋宋洋洋、、李李保保叶叶、、臧臧英英、、孙孙奉奉岩岩当当选选““十十大大
年年度度人人物物””。。22001144年年，，全全省省共共推推出出553355名名““山山东东
好好人人””，，评评选选5522名名““山山东东好好人人之之星星””，，房房泽泽
秋秋、、张张明明月月、、刘刘庆庆民民、、薛薛长长纠纠薛薛长长虎虎兄兄弟弟、、祝祝
亚亚丁丁、、王王长长义义王王长长信信兄兄弟弟、、商商孝孝江江、、吴吴吉吉林林、、
郝郝忠忠阔阔、、刘刘义义当当选选““十十大大年年度度人人物物””。。22001155
年年，，全全省省共共推推出出660000名名““山山东东好好人人””，，张张春春霞霞李李
强强夫夫妇妇、、王王洪洪英英、、黄黄保保铭铭、、济济南南kk5522路路公公交交英英雄雄

群群体体、、何何厚厚江江、、王王进进、、宁宁允允展展、、张张楠楠、、孙孙立立
荣荣、、姜姜娜娜当当选选为为““十十大大年年度度人人物物””。。22001166年年，，全全
省省共共推推出出770099名名““山山东东好好人人””，，杨杨晓晓玲玲、、纪纪鹏鹏飞飞、、史史
须须营营、、孙孙毅毅敬敬、、房房公公训训、、蔡蔡光光明明、、孟孟凡凡芹芹、、王王金金鉴鉴、、
陶陶桂桂玲玲、、曲曲东东梅梅当当选选为为““十十大大年年度度人人物物””。。

22001177年年，，我我省省共共评评出出““山山东东好好人人””771166名名，，
““山山东东好好人人之之星星””5522名名，，共共向向中中央央文文明明办办推推荐荐
好好人人线线索索779900万万多多条条，，其其中中112233人人成成功功入入选选““中中国国
好好人人榜榜””，，4411人人入入选选““好好人人336655””封封面面人人物物，，全全
省省““中中国国好好人人榜榜””入入选选数数量量、、推推荐荐好好人人线线索索数数
量量连连续续四四年年保保持持全全国国第第一一。。

这这一一串串串串数数字字，，给给文文明明山山东东增增添添了了浓浓墨墨重重
彩彩。。在在这这片片红红色色的的土土地地上上，，红红色色基基因因到到处处洋洋溢溢
着着正正能能量量。。山山东东品品格格在在新新时时代代焕焕发发新新价价值值，，激激
励励我我们们踏踏上上新新的的征征途途，，谱谱写写新新的的篇篇章章。。

2017年向中央文明办推荐790万多条好人线索、123人当选“中国好人”———

山东入选“中国好人榜”四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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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1155日日，，““山山东东好好人人22001177””十十大大年年度度人人物物正正式式揭揭
晓晓。。一一个个个个感感人人的的故故事事，，一一幕幕幕幕温温暖暖的的瞬瞬间间，，诠诠释释了了超超
越越时时间间和和地地域域的的永永恒恒价价值值，，释释放放出出崇崇德德向向善善的的精精神神伟伟
力力，，让让齐齐鲁鲁大大地地的的道道德德星星空空更更加加璀璀璨璨，，让让文文明明山山东东的的精精
神神底底色色更更趋趋厚厚重重。。

一一个个社社会会，，总总有有这这么么一一群群人人，，或或倾倾一一己己之之力力，，或或践践
一一生生之之诺诺，，用用艰艰辛辛的的付付出出，，标标注注社社会会文文明明风风尚尚的的新新高高
度度。。品品读读““山山东东好好人人””的的感感人人故故事事，，里里面面有有凡凡人人善善举举、、

助助人人为为乐乐的的高高尚尚，，有有侠侠肝肝义义胆胆、、见见义义勇勇为为的的担担当当，，有有吃吃
苦苦耐耐劳劳、、诚诚实实守守信信的的本本分分，，有有扎扎根根基基层层、、敬敬业业奉奉献献的的坚坚
守守，，有有润润物物无无声声、、孝孝老老爱爱亲亲的的品品德德。。辞辞去去北北京京公公职职、、返返
乡乡赡赡养养房房东东大大娘娘的的朱朱观观景景，，坚坚守守湖湖区区小小岛岛廿廿九九年年、、独独立立
撑撑起起一一个个学学校校的的文文继继华华，，父父亲亲意意外外去去世世、、拿拿着着账账本本代代父父
还还款款的的李李浩浩，，肩肩负负家家庭庭重重担担、、带带着着病病残残公公婆婆和和孩孩子子再再嫁嫁
的的任任香香云云…………一一个个个个““山山东东好好人人””，，阐阐释释着着真真善善美美，，传传
递递出出正正能能量量，，是是社社会会主主义义核核心心价价值值观观的的模模范范践践行行者者，，是是
齐齐鲁鲁大大地地最最美美丽丽的的道道德德风风景景。。

涓涓涓涓细细流流，，汇汇成成江江海海。。22001177年年，，山山东东向向中中央央文文明明办办
推推荐荐779900多多万万条条好好人人线线索索，，112233人人当当选选““中中国国好好人人””，，山山
东东入入选选““中中国国好好人人榜榜””四四连连冠冠…………拥拥有有坚坚定定信信念念、、笃笃定定
信信仰仰的的山山东东好好人人，，构构成成了了齐齐鲁鲁大大地地不不朽朽的的精精神神底底座座。。可可
以以说说，，每每一一个个好好人人，，都都是是一一盏盏灯灯。。只只要要我我们们激激发发道道德德楷楷
模模的的巨巨大大精精神神能能量量，，把把善善良良的的火火炉炉越越烧烧越越旺旺，，让让爱爱的的光光
芒芒越越照照越越广广，，必必将将吸吸引引更更多多人人崇崇德德向向善善，，见见贤贤思思齐齐，，提提
升升整整个个社社会会的的道道德德水水准准。。

推推开开新新时时代代的的大大门门，，山山东东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大大势势已已起起，，新新
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大大潮潮涌涌动动。。实实现现两两个个走走在在前前列列、、全全面面开开创创新新
时时代代现现代代化化强强省省建建设设新新局局面面，，需需要要价价值值的的引引领领、、信信念念的的
力力量量、、道道德德的的支支撑撑。。向向““山山东东好好人人””学学习习，，以以典典型型为为指指
引引，，以以榜榜样样为为力力量量，，褒褒扬扬我我们们身身边边每每一一个个平平凡凡人人的的善善
举举，，感感恩恩我我们们身身边边每每一一个个平平凡凡人人的的付付出出，，让让崇崇德德向向善善内内
化化于于心心外外化化于于行行，，齐齐鲁鲁大大地地就就一一定定能能焕焕发发出出改改革革发发展展、、
走走在在前前列列的的强强大大力力量量。。

朱观景

寒门学子，义高如天。羔羊跪乳，反哺经
年。忠厚淳朴的沂蒙山，依稀白云伴蓝天。岁
月历久情愈坚，舍得繁华守平凡。地老天荒良
心在，朱槿观景品流传。

助
人
为
乐

李浩

重信守诺，父债子还。人走账清，清白天
然。账本是考卷，家风做裁判；口碑比天大，
商德映万年。人生一诺千钧重，十里八乡留美
名。天高海阔来日久，桃李不言浩春风。

诚
实
守
信

见
义
勇
为

敬
业
奉
献

王家祥

衣钵父母，农事为艰。五谷丰登，科技为
先。为军旗抹亮色，为党旗添光彩。扎根旷野三
十载，田间地头大舞台。爱岗敬业有王者，肝胆
家国丕祥泰。

文继华

学海无边，微湖泛舟。三尺讲台，一生守
候。无论贫穷富有，教育彰显公平。孤岛不孤连
天涯，书作彩虹心作马。青丝不再忠诚在，文脉
传继染华发。

刘成霞

到最高端的地方，学习最前沿的技术，为百姓
治疑难病。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医者仁心，善者榜
样。怀亲民爱民近民之情愫，行利民便民健民之主
张。比肩世界竞技台，锻造狼队柔情怀。

孝
老
爱
亲

任香云

不离不弃，苦乐如一。侍亲如昔，有情有
义。以爱情的名义撑起一个家，挑起最美农家传
奇。戒指有价爱无价，敬老孝亲誉万家。任尔磨
砺乾坤大，心香一瓣云天下。

姜玉文

骨肉亲情，超越血缘。小家大爱，感地动
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特别的肩膀挑苦难。
别样胸怀见朴素，传奇真爱谱团圆。熬姜呷醋储
节俭，玉文金版写甘甜。

谢金虎

每天早起一小会儿，每天多添一锅水，免费
粥赠环卫工，马路有情天不老。以一己之力饱腹
一群人，温暖一座城。一粥一饭比金贵，乳虎也
谢慈孝行。

“泉城蜘蛛侠”

危难时刻，众志成城。人命关天，蜘蛛侠
行。一场火，火了四条山东汉子；一根绳，串起
四个侠胆英雄。铁肩担生计，结伴攀苍穹。义勇
浓烟处，背影逆风行。

杨曼

孱弱如风，背影如钟。舍己救人，青春永
恒。生命的长度定格十八岁，生命的高度架长
虹。谁说女子不如男，侠肝义胆有后生。不见倩
影回眸笑，杨柳曼妙拂梦中。

□□本本版版撰撰稿稿 赵赵琳琳 张张依依盟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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