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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让这满城
尽是“兰花”香

为民服务，永不退休

王兰花从来闲不下来。
在担任宁夏吴忠市利通区

裕西社区居委会主任时，她就是
附近有名的“大忙人”，操心着居
民的大事小情。 2004 年退休后，
本想着可以好好陪伴家人，但空
闲的同时，她却总是感到还有使
不完的劲。

信任她的居民也没有忘记
她， 在遇到下水不通、 暖气不
热、困难老人需要照顾时，还会
习惯性地去社区找她， 找不到
就给她打电话，甚至找上门去。
“我一直琢磨，人退休了，但思
想不能退休！ 共产党员的价值
就是在为群众服务中体现出来
的。 ”王兰花说。

2005年， 她联系 6名离退休
干部和爱心人士， 成立了吴忠市
首个社区志愿者服务小组———王
兰花热心小组。没有工作场所，她
腾出家中的一间房；自己的手机，
成了小组的热线电话。就这样，他
们每天奔走在社区各个角落照顾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帮助邻里解
决琐事、化解纠纷，协助开展文明
劝导、治安巡逻……

去年，裕西社区进行老旧小
区改造， 铺管道要整修地面，一
位 80 多岁的老大爷舍不得自己
楼前空地里种的几行大葱和白
菜，一时激动躺倒在铲土机下阻
拦施工。 王兰花听闻后赶到现
场，柔声劝说，细数改造后的好
处，老大爷最终被劝走。

“有群众求助我们，不管是
回族还是汉族，我们都尽力去帮
助他们。 我常说‘帮成帮不成是
一回事， 帮不帮又是另外一回
事’，我们愿意为他们跑断腿、磨

破嘴。 ”王兰花说。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一句“愿意”让王兰花一跑
又是十多年。

裕西社区 74 岁的独居老人
郭淑珍， 因腰椎间盘突出严重，
弯不了腰， 生活只能“马马虎
虎”。 得知情况后，王兰花和志愿
者定期去帮忙打扫卫生、 陪聊，
每次走时都叮嘱她有事随时打
电话。

“他们每隔几天就来看我，我
觉得特别幸福。 ”郭淑珍边说边拉
紧王兰花的手，眼眶红红的。

今年 2 月底，青铜峡市峡口
镇年轻父亲杨培军给王兰花写
来一封求助信，他 5 岁的儿子突
然被确诊白血病，前期治疗已花
费六七万元 ，
家中再无钱可
凑 ， 恳
请他们

救救孩子。
“这个小伙子以前出事故伤

了身体只能打零工，媳妇刚生了
二胎也没法工作， 确实很困难，
我们核实后很快打了 5000 元过
去。 ”王兰花说。

事实上，这 5000 元来得十分
不易。

很长一段时间，王兰花热心
小组没有固定资金来源，接到群
众求助后都是王兰花带着志愿
者四处募集资金。 2016 年，她在
微信上建立了一个爱心慈善群，
才有了固定的爱心捐款，然而由
于资金有限，一般情况下他们只
能给每位求助者 1000 元临时救
助。 而这一次，小男孩的病情牵
动着王兰花和志愿者的心，生活
本就不宽裕的他们又你 50、我
100 地凑了 4000 元。

这些年，这样出钱又出力的

事情还有很多。 因为总有忙不完
的事、接不完的求助电话，王兰
花走路风风火火，脚板底走出老
茧，大脚趾也被挤变形，只能穿
软底鞋。 她曾说，这辈子最大的
幸运和收获有两项：一项是加在
名字前的荣誉， 是社会给她的；
一项是跟在名字后的善行，是困
难群众需要的。

“有人说我是‘傻大妈’，但
帮助别人让我活得充实、 坦荡、
快乐。 ”王兰花说。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这
句话已成为“兰花们”共同的认
知。 64 岁的郭淑玲是“元老级”
志愿者，王兰花热心小组成立第
二年加入。“我一开始是被王姐
的行为和精神打动， 跟着一起
干，可干着干着，自己也割舍不
下了。 ”

前几年，这位老棉纺工人罹
患乳腺癌，做了三次手术，如今
仍需长期服药，但她从未想过离
开志愿者队伍。“我们干的虽然
是小事，可对于居民及其家庭来
说却是大事，而且每天做一件好
事，睡觉睡得踏实，身体都好多
了。 ”她说。

一朵兰花，芬芳全城

金杯银杯，最好的是群众的
口碑。

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
王兰花和王兰花热心小组，不仅
收获了众多荣誉， 更吸引众多
“新鲜血液”追随。

曾经的受助者成了志愿服
务队的骨干。 裕西社区的舒宏勇
和弟弟因家庭变故成了孤儿，王
兰花隔三岔五为他们带去食品、
清洗衣物，还联系学校为他们减
免学费， 兄弟俩亲切地称她为
“王妈妈”。 如今，两个孩子不仅
开起了水暖维修店自立自强，还
主动给孤寡老人、残疾人减免服
务费用。

不理解的家人，也开始理解
她的付出。
“以前我们
家 里 聚

会，她都不来，说是要帮助别人，
没有空，日子久了，不知不觉中
我们都被感动了。 ”加入王兰花
热心小组四个年头的王慧萍，渐
渐开始懂得婶婶的执着。 如今，
王兰花一家有 20 多人都加入到
志愿服务行列，播撒光与热。

队伍里有了更多年轻人的
身影。 25 岁的丁瑞周末上大专，
周一到周五风雨无阻地与王兰
花一起做志愿者活动。“王姨就
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会把志愿服
务一直做下去。 ”

如今，以王兰花名字命名的
“兰花芬芳”，已成为利通区乃至
宁夏一个响当当的志愿服务品
牌。 当地以“利通区兰花芬芳志
愿服务”为统一活动名称，成立
了多级志愿服务队，注册登记志
愿者已超过 6.5 万人。

“他们让我看到了希望，看
到了未来，这也充分说明我们走
的是光明大道，越走越宽广。 ”王
兰花说。

2012 年，王兰花热心小组成
立了党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和
党员的示范带动下，退休党员参
与进来， 居民党员跟了上来，在
职党员动了起来。 现在，王兰花
热心小组注册志愿者有 1205 名，
其中党员 180 多名。

“作为一名有着 26 年党龄
的老党员，一路走来离不开组织
的支持，我深知党员就是一面飘
扬的旗帜， 只有坚持党建引领，
志愿服务才能发扬光大。 ”王兰
花说。

对于这位古稀之年的老党
员来说，“七一勋章” 是一份荣
誉，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
续‘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把志
愿活动扎根基层，帮助居民解决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同时引
导更多年轻人和爱心人士参与
到志愿活动中来，让‘志愿服务、
行胜于言’ 的主旋律唱响宁夏，
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幸

福添一把力。 ”
王兰花说。

（据新华社）

她
� � 王兰花今年 71 岁， 脸上
已爬满皱纹。

穿着红马甲， 她身上有蓬
勃的力量———居民把她当作
‘主心骨’， 大事小情总想找她
说说；困难群众把她看作‘活雷
锋’，一声‘王姨’未语先哽咽；
志愿者以她为‘领头羊’，一群
人年复一年地跟着她开展志愿
服务，不求任何回报。

‘兰花芬芳’，行胜于言。共
产党员王兰花用自己的执着与
坚持，让‘靠近我、温暖你’的兰
花志愿服务精神传遍全城。

”

王兰花（右一）与志愿者一起在社区居民家中宣传消防安全知识（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 � 这是 “七一勋章 ”获得者王
兰花（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