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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轮椅椅上上的的她她奔奔跑跑在在公公益益路路上上
张文莉的志愿者团队四年发展到1300余人

团队刚成立时，只有十多个人。
随着爱心活动的不间断开展，知道

“文莉爱心团队”的人也越来越多，
目前已发展到1300多名志愿者。

目前，1300余人的文莉爱心团
队，分为助学、助残和扶老三个小
组，已经“一对一”结对370个学生，
他们每年每人能收到600元助学金，
上千名贫困残疾人领到轮椅、助残机
械。因为身体虚弱，张文莉需要天天
补食钙片。截瘫导致大小便失禁，张
文莉在床上垫着一次性护理床垫，出
去参加活动时则需要穿上成人纸尿
裤，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和不便，平均
每3天就要参加一个爱心活动。

张文莉说，做公益活动当志愿
者很累，但是内心很快乐。作为一名
残疾人，自己更懂得需要怎样的关
怀和理解。“我家里的生活也不宽
裕，但是当我真正走到农村去，发现
比自己艰难的残疾人家庭还有很
多。”以前团队开展活动最大的困难
是没有资金，现在有了爱心超市，活
动开展起来也更得心应手了。

张文莉说，爱心是不能用金钱
去衡量的，她的梦想就是要让公益
成为一种随手可做的习惯。

室外寒风阵阵，“文莉爱心超市”内却温暖如春。超市
的商品全部由爱心企业捐赠，扣除工人工资，其余收入全
部用于公益事业。“文莉爱心团队”成立四年多来已吸引了
1300余人加入，2014年10月19日爱心超市开业后，团队完成
了从依靠别人“输血”到自我“造血”的过程。

文/图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李岩松

以前靠别人捐

现在靠自己挣

文莉爱心超市位于邹城市
凫山街道文圣社区，房子是由凫
山街道文圣社区免费提供的，水
电费则由兖矿集团出资支付。

“超市是爱心企业家向文莉爱心
团队全额、无偿投资建成的便民
连锁实体店，挣的钱除去员工工
资以外，全部用于助学、助残、扶
老等公益事业。”文莉爱心团队
负责人张文莉说。

张文莉说，现在超市达到了
收支平衡，在市场运营平稳情
况下，爱心企业家将以文圣社
区爱心家园为旗舰店，两年内
在邹城市区范围内建成十家
同样模式的连锁经营实体店，
让志愿者的爱心得到更坚固

的财力、物力支撑。
2014年12月份，团队开展了

“暖冬行动”，一共募集到350件
新衣，全部送至有需要的人手
中。1月29日，志愿者去一名孤儿
家里慰问，这名孤儿的养父前几
日去世了，只剩下孤身一人，团
队成员给他送去了过年的衣服、
大米、白面和食用油，并定期去
看他。

走上志愿路

“折翼天使”在微笑

47岁的张文莉是团队的负
责人，但是与其他志愿者不同，
她 是 位 高 位 截 瘫 的 残 疾 人 。
1994年之前，张文莉是邹城兖
矿基建技校的体育老师，一次
跳水意外让她从此只能与轮
椅相伴。经过努力，张文莉入

选国家轮椅橄榄球队并参加
2008年的残奥会，也改变了她
原 本 消 极 的 心 态 ，网 名 也 由

“折翼的天使”，改成了“天使
在微笑”，并被邹城市生命关
爱协会聘为“爱心大使”。

从此以后，她便开始了与协
会工作人员一起看望残疾人、参
与募捐等活动，那些渴望的眼神
每一次都强烈刺激着她。

小夏是鱼台籍轮椅篮球运
动员，右小腿截肢，假肢是12年

前配的，没有钱来维护，只能用
铁丝捆绑固定，无法站立行走。
看到此情景，张文莉暗下决心，
一定要让小夏拥有一副新假肢。
张文莉带领志愿者在广场上开
展募捐，一上午募集到善款8000
多元，再加上残联的资金，帮助
小夏重新站立起来。这是张文莉
第一次个人组织志愿活动，也是
这次活动后，她和其他志愿者成
立了“文莉爱心在行动”公益团
队。

当志愿者很累

但内心很快乐

张文莉在爱心超市里整理鲜果。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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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2月4日讯(记者
刘海鹏 实习生 彭宗璐) 在
全省寻找100名各行各业的优秀
志愿者，为他们送去春节的祝福
和新年大礼包。本报联合阿里公
益发起的志愿者关爱行动自1月
23日启动以来，已有三百多位志
愿者报名，目前报名已经截止。
近日，经过本报记者调查核实，

专业人士参与评选，评出了首批
40名优秀志愿者。

威海89岁的志愿者殷树山
老人行善64年，资助了数百名学
子，资助的第一名学子已是七十
多岁的老人。老人还在社区建成
了塔山社区书屋，成为助人帮人
的根据地。他不仅自己做慈善，
还带领社区百名老年人义务服

务社区，带动学生当小小志愿
者。老人的奉献精神打动了无数
读者，他也被授予“全国社区志
愿者先进个人”、“全国好邻居标
兵”等荣誉称号。

邹城文莉爱心团队负责人
张文莉意外致残，但她却把乐观
的生活态度和爱心送给更需要
的人，助残、助学、扶老；安强作

为一名法官，把工作之外的时间
都给了公益；蟠龙梆子剧团团长
韩克送文化下乡，足迹遍布数百
个村庄；刁海刚从免费捎人开始
做起，如今公益顺风车已经遍布
聊城……

首批选出的40名优秀志愿
者只是众多志愿者的代表，随
后，本报还将陆续公布其余优秀

志愿者名单。最后，还将评选出
10位“最美志愿者”。

“志愿者关爱行动”是本报
等10家媒体联合阿里公益“天天
正能量”投入百万资金发起的，
旨在为广大志愿者送上一分祝
福，让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对他们
付出的鼓励和肯定，拂去他们一
年的辛劳和委屈。

本报联合阿里公益为志愿者发礼包

首首批批四四十十位位优优秀秀志志愿愿者者评评出出

首批40位优秀志愿者事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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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秀华 女 济南
山东电建二公司退休

职工、齐鲁志愿者

加入齐鲁志愿者多年来一直坚持为需要帮助的人捐款捐物。公

交车上、马路边、菜市场等，都留下了她助人为乐的足迹。

2 孙瑞光 男 济南
济南良友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驾驶员

为社区里的老人维修家电，每年组织免费接送社区义工的活

动，年轻的哥孙瑞光用自己微不足道的行动让整个社会充满希望。

3 李凌振 男 济南 退休工人
十几年来，30平方米的小屋一直承担着小学生托管班、看车处

等重要“任务”，小区居民都亲切地称他为“不拿薪水的后勤部长”。

4 吴京振 男 济南
山青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青少年社会工作者

大学毕业后，吴京振加入到“花young年华”项目，他和他的志愿

者团队组织策划几百项活动，为社区青少年送去关爱。

5 樊宝莲 女 济南
济南市馆驿街社区居

民

作为一名社区义工，樊宝莲经常到社区清理绿化带，美化社区

环境，义务参与业主自治工作，为小区建设建言献策。

6 张文莉 女 济宁 文莉爱心团队负责人
不幸因意外致残后，她作为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残奥会，退役后

成立文莉爱心团队，目前已发展到1300余人，并成立爱心超市。

7 付尧 男 济宁
兖州车务段济宁西站

货运专员

长期帮助孤残儿童，为他们购买学习用品。参加社会福利院慰

问活动，为孤寡老人理发、剪指甲。

8 黄爱玉 女 济宁
济宁市慈善义工三团

义工

2013年至今，黄爱玉成为社会福利院里孩子们的“爱心妈妈”，她

用微笑和拥抱来温暖每一位孩子。

9 刘军 男 济宁
山东樱花五金集团有

限公司员工

为使孤残孩子们及时得到帮助，刘军拖着伤腿开车跑遍泗水周

边山区，帮助近20位贫困学生与爱心人士结对。

10 刘丙君 男 东营 东营义工协会志愿者
2014年他组织各类活动360多次，个人公益时长累计达到3600多

小时，被东营市文明办评为优秀志愿者。

11 王福卫 男 东营 东营义工协会志愿者
长年与工友们一起走访贫困家庭，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每

年参加东营义工爱心车队送考活动，免费接送高考学生30多人次。

12 崔亮 男 滨州 蒲公英公益志愿者
崔亮自小患病后，父母带他求医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现在他要把这分爱心传递给别人。

13 安强 男 滨州 星火义工志愿者
从自发做公益到加入星火义工，安强走过了15个年头，他在帮

助别人的过程中体会快乐、传递爱心。

14 吴建斌 男 菏泽
菏泽市花城义工公益

服务中心会长

他的团队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志愿者团队，他个人也被评为山东

省优秀志愿者。

15 汤庆峰 男 菏泽
齐鲁晚报蚂蚁义工团

巨野分团团长

14年来，坚持利用双休日到驻地敬老院开展义务服务，为贵州

山区贫困儿童捐款捐物等。

16 高楠 女 枣庄
峄城区公安分局王屯

社区警务室民警

高楠，一位80后女警，为了帮助残疾儿童，她多次联系爱心人士

捐款捐物。在她的带动下，一大批的志愿者参与其中将爱心延续。

17 汲春锋 男 枣庄
山东煤矿安全技术培

训中心职工

2010年他发起成立了枣庄义工联盟，目前志愿者由最初八个人

发展到现在的上万人。

18 韩克 男 莱芜
莱芜市蟠龙梆子剧团

团长

2014年，韩克和他的团队走过了80多个村庄，为万名群众带去了

欢乐，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进来，送文化下乡。

19 王凤军 男 临沂
费县点点义工联合会

志愿者

由他策划发起的固定公益活动“新学期 新书包”“关爱留守儿

童 共筑七彩童年”已经成为名牌公益活动。

20 赵连翠 女 日照
莒县一名高位截瘫妇

女

胸椎以下高位截瘫的她与轮椅为伴，但她却成为一名义工红

娘，8年多时间里义务帮助三四百名单身人士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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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李宝宝 女 淄博
淄博绿丝带公益创始

人、主任

2002年发起“绿丝带志愿者行动”，先后组织带动4万余名市民

投入到保护母亲河等绿色公益项目中，举办公益讲座百余期。

22 曲应伟 男 淄博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烧

伤科医生

一名普通的烧伤科大夫，从救助三胞胎家庭、资助留守儿童到

救助贫困大学生，公益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23 殷树山 男 威海 全国志愿者先进个人
行善64年，资助数百位学子。他一条围巾戴了40年，却不舍得买

条新的。他不仅自己做公益，还带领社区百名老年人义务服务社区。

24 吕明玉 女 威海
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

公司文城供电所职工

为救一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女子，她曾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

以她名字命名的服务队仅2014年就完成37次公益活动。

25 史秀芳 女 烟台
烟台慈善总会鼎丰助学

队莱阳分队

影响并组织近百名义工参与地方贫困学生、孤寡老人的救助，

带动更多好心人与贫困生、孤寡老人一对一帮扶。

26 王培浩 男 烟台
龙口市梁家煤矿后勤职

工

参加义工五年，走进敬老院近150次，走访落实贫困学生，足迹踏遍

龙口各个角落。因父亲癌症，卖掉家中房屋，却从未停止帮助他人。

27 李俊涛 男 烟台
烟台市慈善总会鼎丰助

学队莱州分队

每年为50个贫困学生、50名孤寡老人无偿配镜。深入山区，调查走访

落实困难户，两年行程近八万公里，累计走访敬老院达十余家。

28 丁燕 女 烟台
栖霞市志愿者协会志愿

者

参与筹建栖霞首个“爱心图书室”，陪同“深圳爱的传递一对一

助学”资助人走访孩子80人次。

29 王梓峰 男 烟台 招远阳光公益志愿者
参与创立“招远市阳光公益志愿者联合会”，组织开展“为老年

人免费体检”活动，为招远境内400多位老人提供免费体检服务。

30 和西梅 女 泰安 小荷公益协会志愿者
2006年创办小荷公益，开展“彩虹村”助学计划项目关注泰安及

周边县市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成长，帮扶102名儿童。

31 张广安 男 泰安
泰山爱心人慈善协会志

愿者

作为泰山爱心人慈善协会的会长，如今身患癌症的他在病床上

还忙着制定扶贫助残计划。

32 王德洋 男 青岛 青岛环保志愿者
他致力于保护青岛水源地，每周都要到周围县市区水库中捡垃

圾，被称为“青岛环保哥”。

33 李延照 男 青岛 青岛蓝天救援队队长
青岛蓝天救援队是纯粹的民间志愿者救援组织，只要有人需

要，他们都会迅速出动，义务提供专业救援。

34 仇兆强 男 青岛
青岛无偿献血红十字志

愿者宣传招募大队队长

在国内率先成立首家企事业无偿献血爱心联盟，本人累计献血

65800余毫升。

35 张伟庆 男 德州
德州贵都大酒店保安部

主管

从1998年第一次献血开始，17年来，他往返中心血站79次，累计

献全血5800ml、血小板118袋，在德州市排名前三。

36 陈金达 男 德州
禹城市慈善总会禹城义

工分会常务副会长

自2007年9月开始，他组织义工开展活动，救助白血病、尿毒症

等因病致贫的家庭47个，募集善款达100多万元。

37 刁海刚 男 聊城
聊城市公益顺风车协会

会长

最初仅为顺路市民提供免费搭乘，如今，公益顺风车志愿服务

已经在聊城街头实现了全覆盖。

38 苏金生 男 聊城
蒲公英（聊城）志愿者协

会会长

2010年11月成立协会以来，开展了五大系列18个公益项目，组

织活动516次，参加人数2582人，走访贫困家庭722户。

39 谭瑞霞 女 潍坊
谭瑞霞志愿服务队志愿

者

她是一名下岗职工，自己有两个孩子，还是70多个灾区孩子的

“妈妈”，如今，以其名字命名的服务队已有200多名志愿者。

40 杜倩云 女 潍坊 春雨社区义工
为了帮助住在海拔800米高山上的留守老人，杜倩云和伙伴们

几年如一日地为老人们送医送药。

志愿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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