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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善行义举四德榜“榜上有
名”先模人物发榜仪式在天地广
场举行。经过网络投票和各市推
荐，44名先模人物脱颖而出，泰
安的徐西国、张广安、王长义、王
长信等4人榜上有名。44块善行义
举四德榜则在泰山脚下的天地
广场正式立榜。

25日上午9点，2015年全省善
行义举四德榜“榜上有名”先模
人物发榜仪式，在天地广场举
行，这是继去年凡人善举首次

“登上”泰山后，我省第二次在泰
山上发布“榜上有名”先模人物。
全省各市在市、县、乡、村四级善
行义举四德榜“榜上有名”先模
人物评选活动基础上，推选出342
名省级“榜上有名”候选人物。经
过网络投票和各市推荐，最终，
44名先模人物脱颖而出，分别被
授予“孝德、诚德、爱德、仁德”先
模人物荣誉称号。

在此次四德榜中，泰安共有
4人入选。泰安金麦香面粉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长义、王长信上榜

“诚德”榜，泰山爱心人慈善协会
会长张广安上榜“爱德”榜，泰安
市岱岳区下港乡邮递员徐西国
上榜“仁德”榜。去年泰安入选四
德榜的程国栋、和西梅共同按亮
仪式启动球。

同时，44块载有44位“凡人”
善行义举先进事迹及其小传的
善行义举四德榜，在泰山脚下的
天地广场正式立榜。他们之中，
有带着瘫痪前夫改嫁的孝德模
范李延云，有“最美城管大叔”之
称的诚德模范商孝江，有帮助8

个贵州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爱
德模范隋刚，还有“中国紧凑型
杂交玉米之父”、仁德模范李登
海……他们的事迹展板，将在泰
山脚下持续展出一年。在泰山中
天门、南天门大屏上，也将高密
度滚动播放“榜上有名”先模人
物事迹短片。

古有帝王封禅祈平安，今有
凡人立榜美德传。“这次发布‘榜
上有名’先模人物，首次为44名
模范都撰写了楹联、小传，介绍
弘扬他们的事迹，这跟善行义举

四德榜建立的初衷是一致的，就
是要让善行义举上榜，为凡人善
举立传，发挥道德模范的引领示
范作用。”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

“ 王 进 者 ，山 东 济 南 人
氏……性情仁厚，敏而好学，躬
耕电力一线十余载，巡线走遍齐
鲁 山 河 ，技 冠 群 雄 ，屡 建 奇
功……”在展板前，一位登山
老者逐字诵读，王进刚好站
在一旁，还感到很不好意
思。“这个小传太过奖
了，自古只有帝王将
相、文人墨客才敢在泰
山上题字留名，我一个
普通工人能立传，真是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回到社区，我也
要这么办，给社区今年
评选出来的30个公益
之星做展板、立小传，
通过社区报、黑板报宣传
出去，让身边人影响身边
人。”“诚德”模范、济南市槐
荫区中大槐树街道办裕园社
区居委会主任刘云香说。

泰泰泰泰安安安安四四四四人人人人登登登登上上上上齐齐齐齐鲁鲁鲁鲁善善善善行行行行义义义义举举举举四四四四德德德德榜榜榜榜
王王长长义义、、王王长长信信兄兄弟弟““诚诚德德””、、张张广广安安““爱爱德德””、、徐徐西西国国““仁仁德德””

徐西国是岱岳区下港镇
邮递员，1990年7月，他从父亲
手中接过邮局投递车，在大山
深处开始了邮递员生涯。当
时邮车无法直达邮局，他每
天提前两个小时出发，骑自
行车20多公里，到附近乡镇
驼回邮件，这种奔波直到10
多年后，邮车能直达下港
镇。而一年365天，只有大年
初一是他的休息日。

2002年夏季的一个雨
天，徐西国骑摩托车送邮
件路上，不慎翻进路边水
沟，摩托车砸在他身上导
致多处受伤，左脚也落下
习惯性扭伤的毛病，直到
现在。常年奔波在山区邮
路上，家庭重担全部落在
了他妻子身上，导致妻
子曾经怀孕5个月流产，
自家房子也顾不上修
缮。他先后骑坏了3辆自
行车、4辆摩托车，现在
这辆摩托车里程记录
已经突破一万公里。

25年来，他的投递
里程达60多万公里，保

持了投递报刊信件、包裹320万
件次无差错的记录。2015年3
月，中宣部公布第一批50名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徐
西国名列其中。除了送邮件，
他还借款7000多元买了机动
三轮车，山中百姓所需的化
肥、农药、酒水等物资和生
活用品，有很多都是他送到
山里。下港镇地处泰安、济
南、莱芜交界处，徐西国的
足迹已经遍布三地市交界
之大山深处。

徐西国说，他做的都
是本职工作，虽然足迹遍
布泰山，但他没想到自己
做的事也能“登”上泰山，
给他这个普通人立“小
传”，让来自全球的游客
都能看到。“能上榜全省
善行义举四德榜是我完
全没有想到的，这是很
高的荣誉，对我是一个
激励。我觉得做人应该
实实在在、踏踏实实，
哪怕只是一点小事，
也尽自己所能给别人
帮助。”

在宁阳有一对常年
和粮食打交道的兄弟俩，
他们是泰安金麦香面粉
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长义、
王长信。30多年间，群众
自愿把粮食卖给他们，因
为他们从不“短斤少两”；
合作伙伴愿意和他们做
生意，因为他们总是“一
诺千金”；就连出场车祸，
肇事司机也能走成亲戚，
只因他们“重情重义”。

1983年，兄弟俩凑了
300块钱拉起地排车，当
起了贩粮人。当时，“粮贩
子”坑农现象时有发生，
但十里八村的百姓都认
准了这对实诚兄弟，争着
把粮食卖给他们。2 0 0 5
年，二人成立泰安市金麦
香面粉制品厂，凭借多年
诚信招牌，送粮群众越来
越多。兄弟俩还琢磨出

“粮食代存”的新渠道，承
诺“存量不考虑损耗，保
证价格随行就市”，着实
让乡亲们得到了实惠。

为更好守住“舌尖上
的安全”，2008年，他们成
立金鹤山粮食合作社，通
过“基地+农户+企业”的
形式，对粮食基地实行统
一播种、施肥、管理，从源
头上进行管控。原粮比普
通粮食高2分钱，近2万农

户 尝 到 了 甜
头。2012年下半
年开始，兄弟俩
又着手建设年
产20万吨优质小
麦 面 粉 加 工 项
目，建立了产品
质 量 可 追 溯 体
系，金麦香面粉又
上了个新档次。

最准的秤莫过
于人心，最好的招
牌莫过于诚信，30多
年来，兄弟俩坚持以
信义做人做事。诚信
让兄弟俩的事业得
到长足发展，“信义”
二字却从未丢过，街
坊有事应急，客户遭遇
困难，村里募捐资助学
校、修路架桥，乡里慈
善募捐，兄弟俩总是冲
在最前面，从不计较回
报。

信义兄弟王长信说，
能够上榜，兄弟俩都觉得
挺荣幸。还说作为食品行
业，他们要继续以更严格
的要求做到最好，让全市
甚至全省市民吃上放心面，
保证大家舌尖上的安全。

“保证食品安全是我们应尽
的义务，我们也要继续坚持
诚信经营，为百姓做好面粉，
为市民做好服务。”王长信说。

1967年出生
的张广安，从2006
年开始投身志愿
服务事业，是泰安
市民间公益组织
的带头人之一。他
从小生活在一个充
满爱的家庭，然而
命运多舛，先是母
亲身患重病，接着
儿子患上不治之症，
花光积蓄却仍未能
留住孩子生命。“困
难时，多亏了好心人
的帮助。现在碰见需
要帮助的人，我就想
帮一把,扶一把。”说起
往事，张广安感慨道。

2010年，时任泰安
市广安汽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的张广安，成为
泰山爱心人慈善协会
会长，他把自己开班车
挣来的钱补贴给协会作
为办公经费。协会如同
一个爱心大舞台，2010年
以来，先后举办了“爱心
100·朝阳助学活动”、乡
村儿童夏令营活动等众
多慈善活动。其中，“爱心
100·朝阳助学活动”作为
泰山爱心人慈善协会一个
成熟的公益品牌，已资助
700多名品学兼优的特困
学生。

泰山爱心人慈善协会
由小变大，已凝聚起一支

6 0 0多人的志愿者队
伍。但2014年10月，一
纸关于张广安“淋巴瘤
转移”的诊断书让公益
届震惊，早年的张广安
身家过百万，但实际上
给家人治病已让他倾
家荡产。他把所有积蓄
都奉献给了公益事业，
自己患病却没钱治疗。

这次来参与四德
榜发榜仪式，张广安原
本洪亮的声音因为肿
瘤压迫神经变得沙哑
了许多。出院后张广安
去了一家企业义务做
顾问，带着同事一起支
持公益事业发展。“作
为一个普通市民，我最
大的特点就是乐观，觉
得只要付出总会有回
报，不去刻意追求，也
会收获很多感动。”

张广安说，自己现
在就是换了一种方式
做慈善，原来他在慈善
协会，现在则借助以前
的经验来帮助企业做
慈善。“我们现在在关
注残疾人和环保方面
的公益工作，接下来还
会关爱环卫工人、交
警、老师等固定群体，
我也会以我平淡的一
生，尽最大力量去回报
社会。”

做买卖30多年
从来没短过秤

金麦香面粉公司信义兄弟

转山送邮件25年
好事做了一箩筐

岱岳区下港镇邮递员徐西国

付出太多不求回报
患重病仍心系公益

泰山爱心人慈善协会会长张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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