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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这是

一组用鲜血凝成的数据# 作为一名无偿

献血志愿者$律中华秉着%行小善&助人

为乐的精神$

##

年如一日$ 无数次伸出

自己的臂膀$默默地奉献珍贵的血液$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大爱无疆&'

在律中华的
((

签名中$他这样写

道(%我快乐$我助人)我健康$我献血&'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

年来$

他从一名献血者到无偿献血义工再到加

入了中华骨髓库$ 无偿献血已成为他生

活中的重要部分' 他用自己的爱心和奉

献$创造了令人敬佩的精神财富'

到中山采访他$没有华丽的语言$只

是真诚的对话$ 一切都显得那么质朴无

华'

!!

年风雨无阻献血路

从
$'')

年律中华第一次走进献血

屋$一晃
5#

年过去了$如今他依然行走

在无偿献血这条充满爱的旅程上'

今年
)&

岁的律中华
#%*$

年出生在

周口市西华县李大庄乡律庄村$

#%%+

年

随父亲来到中山跑运输$后从事制造业!

销售!业务!保安等工作'%回想起首次献

血$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也是一个让我

毕生难忘的日子' &

$'')

年
*

月
$,

日$

是律中华
&$

岁的生日' 他无意中看到

一句 %无偿献血是普通大众的慈善事

业& 时深受触动$%我没有很多的金钱去

帮助别人$但我有健康的身体$我可以献

血去帮助别人' &于是$他在生日当天赶

到中山市孙文西路步行街献血屋献血$

以此作为生日纪念$当时$他献了
&''

毫

升全血'

献血后$ 律中华收到中山血站发给

他的感谢信$他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几

个月后$他第二次献血$献了
)''

毫升全

血'%献血后$我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此

后$我就成了一名定期的义务献血者' &

律中华笑着对记者说$后来的岁月里$他

都会风雨无阻地按时到血站%报到&'%我

在献血前的一周就开始控制饮食$ 献血

前两天$少熬夜$还会戒掉所有油腻的食

品'熬夜会影响血液转氨酶的含量$吃油

腻的食物也会让血液中的油脂增多'&律

中华说$ 献血不是一份人人都能做的公

益$首先得保持身体健康'

%病人输用血小板的作用要比输用

全血作用加倍'&律中华说$%要献就献血

小板$ 所以除了第一次献了
&''

毫升全

血外$之后我每次都是献
)''

毫升$仅献

过
&

次全血后$ 后来的
##%

次我都捐献

机采血小板$每次都献双份$也就是
$

袋

共
)''

毫升血小板$ 相当
#+''

毫升全

血' &律中华的想法很简单(献多一袋血

小板就能多救一个人) 能够无数次献双

份血小板$说明我身体很棒'

做公益难$ 长期坚持做公益更是难

上加难'然而$这
##

年来$律中华却将义

务献血变成一种行为习惯' 律中华的各

类获奖证书!锦旗!献血记录本等摆满了

一桌子' 记者翻看他的
$#

本献血记录

本$前
$'

本都密密麻麻地填满了$第
$#

本也填写了一半' 截至
$'#,

年
,

月$律

中华共献血
#$$

次$其中献全血
&

次$血

小板
##%

次$ 累计献血量
#%

万多毫升'

以正常成年人体内的全血量为
)'''

毫

升至
,'''

毫升的标准计算$他等于把自

己全身的血液换了
&-

遍之多'谈起他持

续献血的原因$ 律中华笑着说(%无偿献

血对自己身体有好处$ 但最重要的是能

造福社会!帮助更多人' &

从未停止的志愿服务

%很多人对献血的安全心存疑虑$我

就会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 把自

己的献血心得!体会告诉他们$以自己的

热情感染别人' &除了献血$律中华在志

愿服务方面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机

会$公交车!公园!商场""人多的地方

总有他不停宣传志愿服务的身影' 中山

血站工作人员介绍说$ 如今既愿意献血

又不间断做志愿服务的人不多了$ 律中

华就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

年
#$

月$ 律中华加入了市红

十字会无偿献血义工服务队'%无偿献血

有许多好处$ 无偿献血者用自己的鲜血

延续!挽救了他人的生命$能净化人的心

灵$使人生更加充实$&律中华现场对记

者做起了宣传'熟悉他的人告诉记者$自

从律中华当了献血志愿者后$ 律中华可

谓逢人%言必说献血&$他的朋友!同事$

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市民$ 都被他无数

次地做过%无偿献血宣传&'

只要有时间$ 律中华就会到步行街

献血点或镇区做义工$ 向群众派发宣传

资料$为他们讲解无偿献血知识$提高群

众对无偿献血的认识' 在律中华的宣传

和影响下$ 身体好的家人和朋友也纷纷

献血$最近$经他动员$公司里有
*

个同

事跟他一起去献血小板$ 并且有一人也

当了义工'

无私奉献精神让人感动$ 也遭遇了

一些人的不理解'他的家人$从最开始的

强烈反对$ 到现在的默默支持' 他的同

事!朋友问(%你这么积极去献血$是不是

有什么好处*&当得知律中华完全是无偿

献血时$他们说他(%怎么那么傻* &但律

中华说$行善积德+助人为乐是中华传统

美德'

%今天$我高兴地看到无偿献血者的

队伍在日益壮大$ 无偿献血事业在蓬勃

发展'在献血和参加志愿服务过程中$我

又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能帮助白血

病!地中海贫血等患者$于是我抽取血样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期待能与患者的骨

髓配对成功$ 我随时准备捐献自己的干

细胞给他们' &律中华说$在做志愿者的

过程中$他结交了不少志愿者朋友$大家

在一起$像做一项事业一样$很快乐, 加

入到无偿献血以及献血义工队后$ 律中

华认识了许多爱心人士$ 收获了珍贵的

友谊'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与他们在一

起$我感到非常快乐$除了日常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我们还一起参加慈善万人行!

扶贫济困!助残助学!慰问独居老人等活

动' &

无私奉献带来意外收获

他的献血经历和志愿服务经历得到

了广泛关注'在律中华的家里$除了一本

本献血证之外$还有一张张获奖证书'他

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

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五星奖$ 中山市

%积善之家&!%同是中山建设者& 百佳流

动务工人员等称号$

$'#&

年
*

月$ 经广

大群众推荐$律中华在%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活动中$入选%中山好人榜&'

一时间$ 律中华成了中山市名副其

实的献血状元!公益名人' %献血是为了

救人$压根没想过要出名$可后来我发现

出名了也是好事$ 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

无偿献血$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无偿献血

的队伍中来' &律中华说$荣誉只是对他

行为的一种肯定$让他感到自豪'但是真

正让他感到快乐的$ 却是看着志愿者们

献出的新鲜血液缓缓流入患者的身体$

让患者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让患

者重获新生的时候""这是他在奉献中

最大的收获,

无偿献血给律中华带来了最大的

%意外收获&是成功入户中山' 律中华告

诉记者$他来中山十多年了$并且早已购

房$ 也很希望自己一家人都能够融入到

这个处处充满博爱精神的城市$ 真正成

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有

朋友告诉他通过无偿献血和志愿服务所

获得的全国及省市的各类奖项$ 还有买

房! 工龄及购买社保等都可以积分入户

或入学'

$'#,

年
)

月$他以
$&-

分的最高

分$成为第五批入户中山的新中山人$其

中$无偿献血
#'

分$表彰奖励给他加上

#*'

分$ 无偿献血在入户积分上为他获

得
#-'

分'律中华说(%大家的学历!工龄

等-硬件分.都差不多$很多人总分也只

有一百三四十分$我献血就拿了
#-'

分'

之前从没想到献血能在入户时帮上自

己'&律中华说(%我很高兴可以在工作之

余$通过无偿献血的方式报答社会+服务

社会$体现人生价值$为建设中山贡献自

己的力量' 我的亲人中符合献血条件的

都献过血$ 儿子长大了我们也会动员他

无偿献血' &在律中华的生活中$%献血&

已成了他生命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律中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他说

定期献血并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而是

让他生活得更有热情$他%收获&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 $ 他们时常会一起跑

步+ 运动$ 一起交流献血经验$ 这群人

有着不同的性格+ 受过不同的教育+ 做

着不同的职业+ 年龄跨度很大$ 但是这

群看似格格不入的人却有着一个共通

点( 助人为乐' 他们和律中华一样都是

坚持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献血的志愿者$

并乐此不疲' 律中华说( %直到现在$

许多人仍认为献血会影响健康$ 观念存

在误区$ 我们这一群人就是在用自己的

行动让大家认清误区'&

律中华还在继续着他的奉献之路$

他说$每次参加无偿献血$看见自己的血

液流进血袋中$他都会感到激动和自豪'

想着自己的举手之劳能够挽救一个生

命$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奉献很有意义'

他表示会将无偿献血和志愿服务工作一

直坚持下去$ 用行动带动更多的人加入

到无偿献血的行列$ 以后有机会他也会

到家乡献血$ 为家乡的无偿献血事业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律中华走进中山市西区小学#参加$好人在身边快乐促成长% 校园巡讲分享会"

律中华在与记者分享他成为新中山人的幸福一刻"

东新区疏堵结合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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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瑞才 文
"

图 0根据

市城管委全会%关于持续推进中心城区

示范路和严管街创建& 的统一安排部

署$近两个月来$东新区城管部门紧紧

围绕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和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目标$找准工作

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通过疏堵结合+以

点带面等措施$巧打%组合拳&$使辖区

的示范道路111文昌大道/大庆路至周

口大道段0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

市民切身感受到%文明花开&的芬芳'

%非机动车道上施划了临时停车位

让车辆停放有序)路边花带经过修剪补

种+安装护栏后焕发新颜)新建的公共

卫生间和垃圾中转站极大地方便了附

近群众""如今$ 道路沿线环境优美+

卫生整洁$让人看着就舒心' &在文昌大

道西段罗庄社区门前经营通讯产品多

年的郑先生对该路段市容环境最近所

发生的变化深有感触' 他告诉记者$这

里过去非常乱$占道停放的车+乱搭乱

建的小摊小贩+过往行人随意丢下的果

皮纸屑$都让附近商户感到头疼' 正是

有了%示范街&创建活动$才让门前的这

条%老&街重新焕发活力' 记者了解到$

文昌大道西段 /大庆路至周口大道段0

商铺居民众多$车辆+行人密集$长期存

在违章停车+占道经营以及卫生环境差

等问题' 特别是文昌大道西华路口+周

师门前以前长期存在着夜间占道经营+

出店经营+流动摊贩+大排档等市容顽

疾$ 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治理' 自今年
&

月份中心城区示范路+严管街创建工作

开展以来$东新区管委会利用春季补树

种绿的大好时节$投资
&''

多万元集中

对文昌大道两侧的绿化带进行清理$清

除绿化带内的垃圾+杂草+农作物$并对

绿化带进行修剪与补栽$为防止踏绿毁

绿事件的再次发生$城市管理部门又专

门在花带两侧安装
-'''

多米的防护

栏$ 并在花带中铺设观光道和健身器

材$合理修建了垃圾中转站+公共卫生

间等基础设施$并加强对绿化带的日常

管理与看护$文昌大道罗庄社区段
+'''

多平方米的绿化带如今成为一条名副

其实的景观带'

为把示范路的市容环境巩固到位$

东新区城市管理部门专门成立两支专

业中队$重点围绕市容市貌管理+违章

停车治理等 $%定人 +定岗 +定时 +定路

段&进行精细化管理$对此段道路实行

全天候保洁$垃圾随产随清$每天两次

洒水$ 确保文昌大道示范路段无垃圾+

无污水+无尘土' 负责该路段市容管理

的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在管理职能方

面$过去城管执法人员的管理通常只是

不定期清理流动摊贩+ 治理违章停车+

要求商户%门前三包&等$现在只要发现

问题$东新区城管局就会直接联系定岗

人及中队$要求按时限办理$并对办理

结果进行督查$避免出现管理%死角&$

并逐步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现在$管理

比过去更全面$也更细致了' 这些细节

最终成就了示范路$也是文昌大道全新

亮相的秘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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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普淑娟0

+

月
%

日$记

者从市司法局获悉$ 我市
$'#,

年国家

司法考试各项工作全面启动$考试将于

%

月
#%

日+

$'

日举行'

据了解$ 我市
$'#,

年国家司法考

试报名分为网上报名和现场个人信息

采集两个阶段' 网上报名时间为
+

月

#+

日至
*

月
,

日$ 报名人员必须在规

定期限登录司法部网站进行网上报

名$ 逾期不予补报' 现场个人信息采

集时间为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报

名人员携带身份证件+ 毕业证件 /申

请放宽条件人员需携带户口本0 及网

上下载打印的报名凭证到市司法局二

楼进行现场个人信息采集+ 领取现场

个人信息采集证明' 报名人员通过网

上报名+ 而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现

场个人信息采集的$ 将不能下载准考

证'

$'#,

年河南省国家司法考试实行

报名全程网络化管理$ 报名人员通过

网上填报报名信息+ 上传照片+ 交纳

考务费+ 下载打印准考证' 网上交费

截止时间为
*

月
#'

日$ 报名人员可以

使用具有网上支付功能的中国建设银

行卡 $ 通过网上报名系统交纳考务

费$ 不现场接受交费' 网上报名成功

并经现场个人信息采集后$ 可于
%

月

)

日至
%

月
#-

日登录司法部网站自行

下载打印准考证' 报名人员必须凭有

效身份证件+ 准考证和现场个人信息

采集证明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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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李伟是周口市园林管理处机械队队

长$他皮肤黝黑$身材消瘦$看上去十分

平凡' 平凡的他却一直在为周口的城市

建设发展增光添彩$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文明周

口的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

年$李伟在人民公园当治安管

理员' 一天下午$他和同事巡查时$突然

听到有人喊 %救命&$ 他意识到有人落

水了$ 便飞奔至落水处$ 不顾一切扑到

水中' 经过努力$ 他和同事相继把
)

名

落水者全部托上了岸' 这时$ 被救上来

的一个妇女突然手指着湖中哭喊$ 说还

有一个孩子在水中' 刚爬上岸的李伟还

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又一次扑到水中'

他再一次奋力将落水者托至岸边时$ 已

经累得上不了岸$ 同事把他从水里拉了

上来' 后来此事被媒体报道$ 人们都称

赞李伟是救人英雄$ 而李伟却说(%保证

游客的安全是我的职责$ 我只是做了我

应该做的' &

#%%)

年$李伟被调至园林管理处机

械队当汽车驾驶员$ 经常在中心城区的

各条道路穿梭$运送苗木+抗旱浇水+打

药治虫""由于园林绿化工作季节性

强$每年入春至夏末$他的工作任务更是

繁重$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还经常早出

晚归' 特别是酷暑季节$为了抗旱保苗$

他每天都要给城区的苗木浇水$ 车里没

有空调$温度高达
)'

摄氏度以上$他全

身都起了痱子'有的车辆陈旧$没有助力

器$工作一天$他的小腿因踩离合器都累

肿了$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工作劳累$每

年都圆满完成任务'

$'',

年$李伟被选

为机械队队长$每次有任务$他总是把最

辛苦的工作+最破旧的车辆留给自己$时

时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在他的带领

下$机械队多次被评为先进班组$而他也

创造了二十年来无一事故的安全行车纪

录'

同事+邻居都知道李伟是个热心肠$

有什么事都愿意向他求助$ 他也非常乐

意帮助别人'单位举办学雷锋志愿服务+

送温暖献爱心的活动$ 他总是最积极的

一个$ 并且还时常说(%出不起大钱咱出

点小钱$小钱也出不起咱出点力气, &虽

然他做的都是一些小事$ 但奉献的却是

满腔的真诚与热情'

!

文明市民风采赞

!美德少年"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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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一

刘星$郸城县白马镇付刘庄人$在白

马镇第二中心小学就读'

刘星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天有

不测风云$

$'#)

年$ 刘星的母亲和爷爷

因患病先后去世$ 弟弟又被查出先天性

心脏病'面对不幸$小刘星毅然用稚嫩的

肩膀勇敢地担起了照顾
$

岁妹妹和精神

病奶奶的重任'

为了不迟到$刘星每天早早起床+做

饭$催着弟弟妹妹吃完$再叫醒重病的奶

奶$ 而她自己总是拿着馒头在上学路上

边吃边走' 由于营养不良$

#$

岁的她看

起来十分瘦弱'在坎坷的生活道路上$懂

事的她顶风冒雨$向着目标$勇往直前,

期末成绩揭晓了$刘星在全班第三名$弟

弟第五名'

刘星不仅自己认真学习$ 而且是老

师的好助手 ' 她管好班级的卫生 + 纪

律$ 带领同学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文明习惯 ' 每年她都被评为优秀班干

部' 她爱好广泛$ 写作+ 书法+ 绘画样

样都能拿得出手' 她从小就有个梦想$

长大后当一名医生$ 可以医治家人和救

助更多的人'

刘星 %

#$

岁撑起一片天 &的感人事

迹被郸城县教育体育局网站+周口日报+

周口晚报先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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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0+大河报+郑州电视台+网易+神州乐

器网等媒体进驻刘星所在学校深入采

访$全方面+多角度报道刘星其人其事'

刘星被推选为郸城县第二届青少年道德

标兵+周口市美德少年+周口市第四季度

%周口好人&' 今年她又被评为周口市第

五届美德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