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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康岩

心里那个热乎，他比亲人胜亲人

4月14日上午10点多，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来到梁山县小安山镇水屯村第二卫生室
时，王鹏正背着药箱匆匆向外走去，“刚刚张凤
珍大娘托人打电话让我去一趟，还是腰疼的老
毛病，我得抓紧去看看，她那个情况很特别，疼
得狠了满地打滚，我本儿上记录的这几位老人
里头，我比较担心她。”王鹏左肩上挎着一个沉
甸甸的医药箱，右手提着一箱带给老人的酸奶，
脚步略显蹒跚。

“从卫生室到张大娘家有二里多路，电动车
骑快点三五分钟就到。”王鹏说，从2007年到现
在，他在周边七八个村子的村街小巷里已经奔
走了14年，一个电话，脑子里就设定好了导航路
线，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村民家。

“能快一秒是一秒，我最清楚病来如山倒的
痛苦折磨。我小时候经过了无数次的针灸和大
大小小的手术，能及时地为患者解除痛苦，就是
我追求的行医第一要义。”

张凤珍老人87岁了，她的家在小安山镇水
屯村，两年前张大娘的老伴儿去世后，张大娘
情绪一度十分低沉落。王鹏来到张大娘家，快速
检查了一番，觉得无碍后，给张凤珍又量了量血
压，听了听心脏，掏出小本本把检查信息详细记
录在上面。

“俺第一回见王医生，好几年了，我腰病犯
了，疼得我直不起头来。老伴当时没在家，邻居
听见我呼喊，就把我驮到了王医生的卫生室。他
管吃、管喝，照顾得我真没的说。病轻点以后，他
找了三轮车把我送到家来，安排得清清楚楚，隔
天不放心，早上来一趟，晚上再来一趟，我心里
那个热乎，什么是亲人，他这比亲人胜似亲人。”
张大娘激动地说。

在村民眼里，他就是“120”

“张大娘这个事之后，我有了为村里患慢性
病的老人建档做跟踪服务的想法，那是2013年。
短短几天，我统计出了名单，刚开始人手少比较
吃力。2018年的一天，有几家志愿者组织主动找
到我们，想跟我们一起运作这个助老活动，我当
时比较激动，那天我们一起探讨如何更好地为
老人做好卫生公共服务时，感受到被认同，我眼
圈都是红的。”

“不管白天黑夜，还是天晴下雨，只要有病，
打他电话都会马上赶过来，在村民眼里，他就是
村里的‘120’。”王鹏名单上的一员，小安山镇东
张村高俊福大爷说。

王鹏多年来坚持的公益行动，已经带领志
愿者行程20万公里，服务8个村庄，每月走访11
户老人及5个家庭7名学生，为5个家庭7名学生
每月资助500元直到大学毕业。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臣 王函

一次公益行动后
开启第二个社会角色

4月16日，在枣庄市中区振
兴路一家主营糁汤、蒸包的餐馆
里，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见
到了视频中的好心老板、37岁的
官士伟。

提起视频里的老人，官士伟
告诉记者，“老人第一次来我的
店是在一年半前。我记得他当时
说自己没钱，我看他穿得破破烂
烂，就跟他说‘你吃吧，我不要
钱’，后来他就天天过来吃饭
了。”采访过程中记者得知，官士
伟开店的这几年帮助了很多人，
来他糁汤店获得免费吃饭“权
限”的不乏老人。

与枣庄众多糁汤店相比，官
士伟的糁汤店最特别的地方在
于店门口的落地玻璃一角悬挂
着一面“鲁南应急救援队”（现已
改名鲁南志愿救援队）字样的旗
帜，仿佛表明了老板在糁汤生意
之外的另一社会角色。

三年前，官士伟的糁汤店红
红火火地开了起来，主要营业时
间在清晨及上午，每天上午11点
一过，食客散去、店里收拾妥当
后 ，官 士 伟 就 变 身 另 一 个 角
色——— 公益人。说起加入公益事
业，得益于他的一位做公益的朋

友，“我这个朋友常在一个公益
组织里面做公益，平时会进行类
似帮助抛锚车、寻人、下水救人
等任务。”在一次代替朋友出完
救助任务后，切身感受到了帮助
别人的充实感和快乐，公益这颗
种子便在官士伟的心中生根发
芽。官士伟正式加入公益组织，
慢慢地开启了自己的公益事业，
已经坚持了三年。

两年前，官士伟开始尝试组
建自己的公益队伍——— 鲁南志
愿救援队，短短时间，救援队伍
已经发展成一支拥有50人左右
的公益组织，在官士伟带领下，
鲁南志愿救援队不仅受到了大
众认可，也得到了官方肯定。

公益事业中途受阻
受孩子一句话鼓励至今

在官士伟糁汤馆里，有一面
鲁南应急救援队的公益墙，官士
伟将每一次的“出手相救”以照
片的形式记录下来：有在水中救

援的，有帮助抛锚车辆的，有帮
助寻人的……

采访中，官士伟直言，曾经
也因为一些事情差点放弃公益事
业。“我们既然是做公益，都是免费
的。比如像汽车抛锚这种情况，都
是自己开车过去。最多一天我自己
就外出拉过四次车辆，组织没有营
收，曾经被别人说过‘傻子，也不知
道图什么’。”官士伟坦言，听到
这些讥讽，让当时他和几个伙计
感觉难过和迷茫。

做公益很累，也时常不被人
理解。官士伟告诉记者，让自己
选择走下去的动力，源自儿子
以及队员们。“去年我儿子在市
中区大润发门口看到一辆车因
故障而停在路上，他第一时间
跑过去给司机说，我爸爸可以
帮助你拖车，你可以打电话给
我爸爸。”因为孩子的一句话，
让官士伟认识到做公益不仅可
以帮助其他人，还可以以身作
则带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从事
公益事业。

“2020年有天晚上9点多，咱
们枣庄下大雨，三角花园路面都
被淹了，因为知道我每天睡得很
早，所以我的队友们并没有通知
我，当时还是其他组织的队员给
我打电话后，我才知道我的队友
们都在积水现场。”官士伟称，当
时赶到现场，看到队员们都在水
中清理井盖上的垃圾，从而更加
坚定了要把公益事业一直做下
去的决心。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朱洪蕾 陈朕 王媛
实习生 张宇 赵长春

王帅丁 史泽龙

为孩子寻找有缘人
“兵妈妈”来到千佛山

18日下午3点，晴空里的千佛
山脚下，单身的俊男靓女纷至沓
来，你秀国画，我唱首歌……不少
单身男女鼓足勇气，纷纷登上相
亲大会会场的主舞台展示自我。

“我是92年的女生，爱好画
画，上台前也是做了好几天的思
想斗争，今天是最后一天，没想到
现场还有这么多人，我想拼一拼，
把握最后机会展示一下自我。”一
位穿着汉服的92年“小姐姐”主动

向主持人报名登台展示自我，并
现场寻找意中人。

壹点情报员齐亚珍女士常年
关心走访慰问消防队员，被他们
尊敬地称呼为“兵妈妈”，这次上
山，她就是专门来为消防队员找
女朋友，“我孩子在队里训练没时
间出来，我们娘俩商量好之后，他
委托我先来帮他看看”。

齐女士在去济南某消防队慰
问演出时认识了消防队员亮亮

（化名），娘俩一见如故。“这孩子
是非常好的一个小伙子，在队里
人缘也很好，因为工作的原因，这

三十多了还没女朋友。”齐女士
说，“我现在既然是亮亮的‘妈
妈’，那孩子的终身大事肯定不能
含糊啊！”

“兵妈妈”在齐鲁壹点上看到
千佛山相亲大会专题，特意起了个
大早赶来，希望能为儿子找到一个

“有缘人”。“我孩子是聊城人，我们
对姑娘也没啥要求，人品好就行！
其他的让孩子们自己聊嘛。”

线上线下全方位
提供优质相亲服务

在千佛山相亲会举办期间，
不管是男女单身青年，还是家长
和亲朋好友，纷纷上千佛山寻
找姻缘，历时5天的相亲会，每
天都吸引数万人前来，在周末
更是迎来高峰期，在千佛山门
口，出现了数十米的长队，因为
人多，很多人的手机信号都出
现了问题，据统计，本届千佛山
相亲大会活动现场总人流量达
到30万人次。

除了主场济南，本届相亲会
还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滨州等
省内外的年轻单身男女。从数据
来看，本届相亲大会延续了前几
届的盛况，活动开始前就已经有
超过4000名年轻单身男女报名。
活动现场报名处，排队报名的市
民更是络绎不绝。

与往届不同的是，为避免聚集

风险，方便广大上班族单身男女报
名，除到千佛山景区现场报名外，
本届相亲大会首次开通了线上报
名渠道，扫码下载齐鲁晚报官方客
户端——— 齐鲁壹点，通过手机，无
需跑腿，无需线下排队，不限时段，
随时随地都可以完成报名。至4月9
日报名截止，有1000多名单身男女
注册上线，参加本届千佛山相亲
会，开启在线寻缘，加速脱单相亲
新模式，五天点击量破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打造的
首个智慧云相亲平台还专门设置
了智能条件筛选、卡片分享功能，
您只需要将心目中另一半的年
龄、身高、学历、年收入、星座等择
偶要求进行大致选择，AI小壹智
慧红娘就会根据上线的单身男女
资料进行大数据分析比对，为您
精准快速推荐。

免费给流浪大爷供餐
这个糁汤店老板火了

近日，一条
《餐馆免费给流
浪大爷供餐一年
半》的视频在枣
庄人的朋友圈迅
速传开，感动之
余，视频中老板
长达一年多的时
间免费请流浪老
人吃饭的善心，
更得到了网友的
纷纷点赞。

五天现场总人流量达30万人次，线上点击量过亿

火爆千佛山相亲会，开启脱单新模式
4月18日，为期5天的第十五届千佛山相亲大会圆满闭幕，

现场总人流量达到30万人次。5天时间里，相亲大会助力都市
青年解决单身问题，线上线下全方位提供优质相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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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士伟接

受记者采访。

王鹏是梁
山县小安山镇
东张村人，从
小因患小儿麻
痹症导致右腿
残疾。作为一
名村医，他十
四年如一日，
不但为村民们
提供了“小病
不出村”的便
利，还身兼孤
寡老人的“私
人医生”。

王鹏寻问张凤珍老人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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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大爷在官士伟的饭馆里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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