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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警 29 年，王红心致力于志

愿服务 29 年，她捐资助学，扶危

济困，关爱失足青少年、贫困学生

等，她化解矛盾纠纷，传递正能

量，在众人眼中，她是一位无私奉

献、侠骨柔肠的“警察妈妈”，同

时，她还是孤寡老人的“红心女

儿”，战友们眼中、志愿者心中的

“红心姐姐”。 （A4版）

“警察妈妈”王红心：
用爱心赢得赞誉

近年来，山西省太原市以志

愿服务阵地建设为依托，推动志

愿服务的信息管理、组织规范、项

目常态、专业支撑和社区扎根，实

现志愿服务制度常态化，深植志

愿服务“常青树”成为文明太原建

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B3版）

深植志愿服务“常青树”

6 月 17 日晚，四川省宜宾市

长宁县发生 6.0 级地震，之后珙

县、长宁县又发生了多次余震。地

震发生后，各地武警战士、志愿

者、医护人员等纷纷驰援灾区，面

对地震灾难，受灾群众表现出团

结向上的精神风貌，凝聚起重建

家园的强大能量。 （B1版）

来自宜宾地震灾区的
温暖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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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门坡上马铃响 绿衣使者送信来”

一个人、一匹马、一个邮包，他曾 20 多年如一日驻守马班邮路，在高山峡谷间送邮 26 万多公里。他曾在杳无人
烟的原始森林中遇险，在溜索过江时遭遇绳索断裂，在暴雨袭击时一脚踩滑跌落悬崖……20 多年来，他始终顽强地
挑战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把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到了大山深谷里的村村寨寨。他是王顺友，他是——

习近平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马背上的“绿衣使者”
本报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林晅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近日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

要指示表示，黄文秀同志不幸遇难，令

人痛惜，向她的家人表示亲切慰问。他

强调，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

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

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

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广大党

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

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

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

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文秀同志生前是广西壮族自

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2016 年

她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

回到家乡百色工作。2018年 3月，黄

文秀同志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到乐

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埋

头苦干，带领 88 户 418 名贫困群众

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 20%以

上。2019 年 6 月 17 日凌晨，她在从

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

难，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

新华社北京7
月 1日电 为配合

“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

更好地满足广大

干部群众对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图书的阅读

需 求 ，人 民 出 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

社、学习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等 11

家出版单位出版

的 30种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重点图书，7 月 1

日在学习强国、新

华书店网上商城、

易阅通、咪咕、掌

阅等 14家网络传

播平台上线。

30 种重点数

字图书包括习近

平总书记著作、讲

话单行本，以及权

威部门等编写的

论述摘编、学习读

本、思想研究、用

语解读、描写习近

平总书记工作生

活经历的作品，涵

盖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党建、

外交等领域。14

家网络传播平台

设 置 了“ 新 时 代

新经典——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重点数字图

书专栏”，人民网等 7 家中央重点新

闻网站设置了专栏链接，着力通过互

联网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帮

助广大干部群众实现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去年9月有关部门组织集中上线

第一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数字图书以来，读

者访问量、点击量、下载量不断攀升，

利用互联网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阅读新风尚。

奋斗新时代0 年壮丽
——文明的印记

马班邮路，即以马驮人

送为手段的邮路。

曾经，由于自然条件限

制，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木里县大部分乡镇都不通公

路和电话，百姓与外界联系

的唯一途径便是行走在马班

邮路上的邮递员。他们赶马

上路，翻山越岭，将一封封家

书、一张张邮票、一件件包裹

送到千家万户，用自己在路

上的每一天、每一步撑起人

们的希望，连接起人与人之

间的亲情、友情，拉近党和人

民群众的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凉山

州经历了不同寻常的邮路变

迁。如今，人们不再需要马来

驮运邮件，取而代之的是摩

托车、货车，甚至是无人机，

艰苦的马班邮路也成为一段

历史，但马班邮递员们艰苦

奋斗、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

却依然感召了一代又一代

人。近日，记者来到四川省木

里县，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首届全国敬业奉献

模范、全国邮政系统劳动模

范王顺友面对面，听他讲述

马班邮路上的峥嵘岁月。

“要学雷锋一个样，为人民服

务不算苦，再苦再累都幸福……”

5月 21日，木里县邮政局，一位身

形瘦削、佝偻着背、穿着有些泛白

的邮政工作服的汉子出现在记者

面前，他一边走着，一边笑盈盈地

唱着自编的山歌。

面前的这个人，无数次翻越海

拔 4000 多米的察尔瓦山，穿越水

流湍急的雅砻江，穿梭在荒无人烟

的原始森林，一天之内经历多个气

候带，与野兽搏斗，与马为伴，以山

歌解忧，每年投递报纸信件包裹数

量上万份，投递准确率百分之百。

记者不由得肃然起敬。

“1984年，我的父亲结束了30

年的马班邮路工作生涯，把他的马

鞭传给了我。那一年，我19岁。”在

县邮政局的院坝里，王顺友对记者

打开了话匣子。

王顺友当时负责的是从木里

县城到白碉乡、三桷垭乡、倮波乡、

卡拉乡的邮路，途经察尔瓦山、鸡

毛店山等险峻高山，气候极其恶

劣。第一次走马班邮路，王顺友就

吓坏了。“那时是 1985 年的夏天，

当时天快黑了，又下着暴雨，我被

困在悬崖峭壁上，四周都是豺狼的

嚎叫声，还要随时注意是否有石头

滚下来，心里特别害怕。”王顺友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回

家我就告诉父亲不想干了，父亲告

诉我：送信就是为党做事,为党做

事要吃得起苦。”虽然当时不是很

理解父亲的话，但是王顺友却选择

了坚持。这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

另一次让王顺友记忆犹新的

“旅程”是在 1995 年。“我被马踢

了。”王顺友低着头，给记者指了指

身上受伤的位置。当时他途经号称

“九十九道拐”的险峻路段，忽然一

只野鸡窜了出来，吓得马乱叫乱

踢，见此情况王顺友急忙伸手去拉

缰绳，谁知他刚接近马，受惊的马

突然朝他的肚子踢去，疼得他瘫坐

在地上。休息了十几分钟后，王顺

友爬起来，再次拉起缰绳，忍着疼

痛，走向下一个目的地。9天后，完

成工作的王顺友被送进木里县人

民医院。“大肠已被踢破，医生说要

是再耽搁，就会有生命危险。”这次

受伤给王顺友的身体健康埋下了

不小的隐患。“王顺友动了好几次

肠破裂手术，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现在天冷的时候，王顺友的腹部还

会隐隐作痛，需要吃药来缓解。”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凉山州木

里县分公司总经理黄勇告诉记者。

王顺友每个月的投递班期为2

班，一个班期 14天，往返里程 584

公里，这就意味着王顺友一个月有

28天都在路上。对于王顺友来说，

孤独和寂寞是最难以忍受的，唱山

歌成为王顺友最好的解忧良品，他

经常在邮路上根据心情、天气编山

歌，然后唱给马听、唱给大山听、唱

给云朵听。

如今，曾经朝气蓬勃的青年额

头上爬满了细细的皱纹，但他却依

然保持写山歌的习惯，“你看，这是

我的笔记本，每一页都写了歌词。”

王顺友拿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铿

锵有力地大声朗读着歌词：“对门坡

上马铃响，绿衣使者送信来……”

“每次走马班邮路都不敢

在途中休息太久，因为马背上

的东西太贵重了，我要尽快送

到乡亲们手中。”王顺友对记

者说。随着将一件件包裹送到

乡亲们手中，他日益感受到邮

件对乡亲们的意义，也明白了

父亲话中的含义。“邮件和包

裹就是乡亲们的期盼，比我的

生命还重要。”

往返 584 公里的邮路上，

王顺友不仅要翻越崇山峻岭，

还要穿过众多河流，其中最湍

急的就是雅砻江，而过江唯一

的工具是溜索。王顺友回忆，

1988年，像往常一样他把马托

付给了白碉乡的亲戚，把用油

纸包好的邮件和报纸背到身

上，走到雅砻江边，准备渡江。

他将绳索绑在腰上，快速地滑

向江对面。但是快要到达对岸

的时候，溜索突然断裂，王顺

友重重地摔在了沙滩上，身上

的邮包也被甩进了水中。顾不

上身体传来的疼痛，王顺友迅

速爬了起来，跳进水中，疯了

一般地打捞邮件。“我打捞完

邮件就在沙滩上睡着了——因

为太累了。”王顺友告诉记者。

王顺友遇到的困难和危险

又何止这些。由于当时家庭条

件差，每次走邮路，王顺友只

会带一定数量的腊肉和青稞

饼，每次啃一小块，经常在途

中干粮就没了，只能饿肚子；

由于邮路多途经高原，途中很

难遇到一户人家，走到天黑

了，王顺友就搭个简易帐篷坐

一晚上；送邮途中要穿过四片

原始森林，不能生火，冬天他

只能靠喝酒驱寒；遇到雨季，

途中遇到泥石流是常有的事

情……“这些困难我都不怕，

每次的困难都是一段磨砺，而

困难也让我更加坚强。”王顺

友说。

走马班邮路的这些年，王

顺友的马换了一匹又一匹。但

是他却依然坚持在高原路上

前行，将一封封邮件、一个个

包裹带给乡亲。“因为邮件和

包裹是党的声音、亲人的问

候，所以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王顺友说。2004 年，王顺友还

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

了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

中共党员，我觉得最大的光荣

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下转A2版）

“邮件和包裹比我的
生命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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