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罗理力） 近日，深圳 8 名志愿者

来到隆回县麻塘山油漆坪小学、岩口天璧小学等边远山

区进行支教活动。

这 8名教师由深圳募师支教爱心联盟负责人、深圳

华宫公司董事长许凌峰招募，将在隆回开展 4个月的支

教活动。2006年以来，许凌峰招募的志愿者已在全国 11

个省的 150所学校支教，受益学生达 6万余人。

深圳志愿者隆回支教

义工行动

情 谊

3月 15日清晨，500名学生坐在中铁桂东城关希望

小学教室里，大声朗读。 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工地，学

校新兴建的背后，是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给力教育桂东的

一份情谊。

2002 年，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安排中铁股份

有限公司定点对口支援桂东县。 9 年来，中铁先后援助

桂东教育 700多万元， 新建和改造校舍面积 6600 平方

米，资助贫困学子 1400余名。

就读于桂东县一中的高一学生李庆秋来自农村家

庭，父母因常年患病丧失了劳动力。 2010 年，李庆秋以

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高中，但家庭的贫困使她不得不考虑

辍学。 正当她收拾行囊准备南下打工时，中铁集团资助

的 600元助学金及时送到了她手中。“是中铁使我重拾

大学梦，有那么多陌生的好心人关心我，今后无论多么

困难，我再也不会放弃学业。 ”李庆秋神情坚定地说。

武汉大学桂东籍大一学生李晓霞时常挂念那位没

有留下姓名的叔叔。 叔叔是中铁赴桂东挂职的干部。 5

年来，他每年都从自己工资里拿出 2000 元资助李晓霞，

每个月都会打电话了解她的学习生活情况。叔叔的关怀

和勉励，使李晓霞在学习上信心百倍，动力十足，最终如

愿考上了武汉大学。

除了捐资助学、建设学校，中铁还十分关注山区贫

困学子的精神文化建设。仅 2007年一年，中铁就为桂东

农村中小学校捐赠了价值 8 万元的图书 7500 册， 其中

捐赠给桂东县二中的图书就有 1000 余册。 该校图书管

理员黄艳萍说：“原来学校缺乏精品作文、科学辅导等方

面的书籍，中铁得知情况后，专程约老师赶赴省城大书

店，特意为学生选购。 4年来，这些书籍一直是学校借阅

率最高的。 ”

2004 年，中铁组织桂东县 20 名品学兼优的中小学

生赴北京参加夏令营，现就读桂东县一中的高三学生黄

志芳就是当年夏令营中的一员。黄志芳来自桂东最边远

的清泉镇，当年还是乡村小学生的她连桂东县城都没去

过几次。她说，参加北京夏令营后，她心中一直深藏着一

个梦想，那就是走出大山，成为一名北京的大学生。 如

今，还有 3个月就要参加高考的她信心满满。

9 年倾情援助， 中铁携手桂东县在小县办大教育，

穷县办富教育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本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王冬媛 方绍勇

助学资讯

老唐今年 44岁，是株洲铁路客货运输服务公司的职工，做公

益事业已有 25年。 在义工这个群体中，已成了名人。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老唐孤身冒死闯进余震不断的灾

区，从参与救援到灾后重建，历时整 4个月。他将含辛茹苦积攒下

来准备买房的 30 万元，以及向朋友借的 20 万元，全都捐给了汶

川的孩子们，并租车将株洲市民众捐献的各类衣物、书包、毛巾、

手套等爱心物资送到灾民手中。

2010 年 4 月 14 日，7·1 级大地震袭击青海玉树，老唐决定再

上高原。 刚开始，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一度鼻血不止，耳鸣目眩。

可看到灾区人民无助的眼神，老唐还是强忍着身体的不适，没日

没夜地干活。白天搭建板房，深夜值守从各省来的救灾物资，每天

只休息 2、3个小时。一次固定板房时，他头疼得厉害，手也不听使

唤，抡起的锤子重重砸在自己手上。

时隔不久，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老唐又启程了。他和志

愿者们被安排在月圆村清理泥石流、挖遇难者遗体。 现场散发出

的腐臭味，老唐不得不把风油精滴在口罩上坚持工作。 为了完成

藏族女孩宗央卓玛的心愿，他徒手将宗央卓玛母亲的遗体完整地

挖掘出来，按藏族风俗安葬，而他自己的手指却血肉模糊，最后不

得不打点滴消炎。

今年 3 月 10 日，老唐得知盈江发生 5.8 级地震，立即向单位

请了一个月的假，多次转车来到盈江。到达灾区时，搜救工作已经

结束，老唐便留在那里帮助其他救援人员搭帐篷、搭建板房。在老

唐的动员下，几名义工也赶往盈江，他们到达后，老唐还要去学校

了解贫困学生的情况，把他们的信息带回湖南，希望能够得到爱

心人士的帮助。

“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这是老唐的网名，也是他常说的一句

话。为了救援灾区，他做了许多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擅离岗位 4个

月，差点丢了饭碗；时刻面临死亡，差点残废；写满义工名字的抗

震纪念衣服，别人出价一万他不卖；将平素画画所得全都捐赠给

灾区……老唐并不富裕，他和妻子至今仍住在一间破破旧旧的小

房子里，“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老唐从不吃早餐，中餐晚

餐常常以 2块钱的米粉敷衍了事。 他算了一笔账：一日三餐省吃

俭用每天可以省下 12 块钱，一个月就是 360 元，而这 360 元可以

供灾区 3个小学生在学校搭餐一个月！

热爱公益的老唐很累，可他也很开心。在灾区救援过程中，他

3次受到温总理的亲切慰问，还曾收到总理赠送的返程机票。“总

理亲切的握手给了我莫大动力。 看到那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灾

民，我想竭尽所能帮他们。 ”老唐说，“哪里有困难，我就去哪里，不

管有多遥远，我们都是一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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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故事

通讯员 宋建波 成建梅

“起得最早的孩子”上全托了

本报讯（通讯员 张鹏 段明超） 近日，龙山县司法

局民警张小兰把 1200 元现金送到了该县第四小学 605

班冉松林、彭渊、卢越 3位学生手中。

冉松林等 3位同学家境贫寒，学习成绩优异。 作为

该班家长协会会长的张小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通过网

络联系江苏省泰州市某酒店，决定共同对这 3 名学生进

行资助，每人每学期资助 400元。

司法女警搭起爱心桥

本报讯（通讯员 邓黎明） 3 月 10 日，溆浦一中开

展了贫困生励志座谈会，邀请毕业后事业有成的一中学

子回到母校，共同参与贫困生的励志教育。

溆浦一中十分注重贫困生的教育问题。 去年暑假，

学校组织 28名贫困学生到北京、 上海等地拜访成功校

友。今年 3月，又自费购买了一批励志文学名著，赠送给

20名优秀贫困生。

溆浦一中开展励志座谈

爱心在线

照片中的小男孩名叫王杰，今年 11岁，是道县蚣坝

镇后江桥小学五年级学生。

10年前，王杰父亲患心脏病不治身亡，母亲抛弃他

远走他乡。 王杰一直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近年，爷爷

患上严重肝病， 年事已高的奶奶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

打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

家庭的贫困让小小年纪的他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他变得少言寡语。 今年春节有爱心人士给他家送去 100

元问慰金过年， 爷爷舍不得买肉， 帮王杰买了个新书

包，开学时他捧着新书包来到同学中，露出了久违的笑

容。

本报爱心热线 0731-84326281

海尔连续 6年服务

满意度测评第一

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发起的“中国顾客满意度调

查”自 2005 年开始已经进行了 6 届，这 6 年中，海尔空

调、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抽油烟机等产品始终牢牢占

据着各大品类满意度排行榜的榜首位置，更为引人注目

的是，在对服务质量一项的评比中，海尔几乎每年都能

得到全 5 星测评，连续 6 年满意度最高，成为消费者最

满意的家电服务企业。

海尔五星级服务 连续 6年满意度最高

“我们在全国各大城市调查时发现，消费者所信赖

的品牌，往往是那些在各方面综合得分都较高的，海尔

的很多部品，这些年来能够始终占据消费者最满意榜的

榜首位置，与其在品牌、产品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密不可

分，而在所有的优势中，服务优势是令人印象最深的，因

为从没有一个企业在我们的评测中得到如此多的 5 星

评价。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顾客满意度测评中心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立足用户需求，引领服务升级创新

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不断创新，提高服务规范，持续

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打造最高用户满意

度，或许正是这长久以来的孜孜以求，才能使海尔始终

引领着家电服务行业的发展方向，始终站在家电服务的

第一名！ 根据调查，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家电的过程中

对于服务越来越重视，对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海尔

在服务方面的领先优势和对服务的重视， 毫无疑问，在

未来还将帮助其获得更高的用户认可。

（晓敏）

■经济信息

唐先华又踏上了救灾之旅。

在云南盈江县抗震救灾指挥部里， 他身着红色马甲，

帮助大家收拾餐具，衣服上株洲义工 4 个字尤为显眼。

这位被大家称为“疯狂义工”的中年男子，不管何处发

生灾害，总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这一次，老唐不仅想当义

工，还计划帮助盈江县贫困家庭学生继续他们的求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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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向灾区行

———义工唐先华二三事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援助桂东教育剪影

本报讯（实习记者 邬欣） 3 月 8 日，万婴东方幼

儿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小朋友———“长沙城起得最早的

孩子”毛坨。

毛坨名叫朱智国，今年 5岁，父亲患有精神疾病，母

亲是一名环卫工人。 每天清晨 4时，毛坨都跟随妈妈刘

爱去扫街，大伙称他为“长沙城起得最早的孩子”。 去年

12 月，毛坨遭遇车祸，康复后，妈妈一直在为他寻找一

个全托的幼儿园， 可是许多幼儿园只有日托且收费不

菲。

万婴东方幼儿园园长杨俊得知此事， 表示将减免

毛坨每月 1800 元的学费，只要交 400 元的伙食费就行

了。 上课时，小朋友们纷纷拿出礼物送给毛坨，一个小

朋友将一个杯子递到毛坨手里， 说：“是送给你妈妈喝

水的，她扫地太辛苦了。 ”站在旁边的刘爱感动得说不

出话来。

唐先华在玉树地震灾区参与灾后重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