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辞职卖房 只为尽孝重病母亲

□本报记者 王路曼

———记密云区广播电视中心主持人张博研

奖章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记市劳模、北京京朝出租汽车公司驾驶员岳海清

把乘客当亲人的党员的哥

“和谐社会需要每个人参与，
大家都和谐了 ， 社会也就和谐
了。” 这是北京京朝出租汽车公
司驾驶员岳海清常挂在口头上的
一句话。

岳海清从事运营工作十几年
来，经常有乘客来电、来信，对他
干净整洁的车辆、 优质热情的服
务赞叹不已。 他安全行车近百万
公里，连续7年被公司评为优秀驾
驶员， 也受到各上级主管部门的
表彰和奖励。岳海清先后荣获“群
众心目中的好党员”“首都的士英
雄”等称号，并被授予北京市劳动
模范、北京市交通工作先进个人、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者。

8年来免费接送患
癌老人看病

2009年的一天， 岳海清路遇
一位老人伸手打车 ， 他停下车
问： “阿姨， 您好， 您去哪儿？”
“小伙子， 你要先和我回家一趟，
我取了医疗本， 再去望京医院。”
“行。” 岳海清满口答应。 可车刚
走出不远， 一拐弯， 老人就说到
家了。 交谈中， 岳海清了解到，
老人几年前得了乳腺癌， 加上孩
子不在身边， 她每次只能自己去
医院检查和治疗。 由于出发时间
早， 加上自身总是晕车， 老人打
车不方便， 还遇到过被拒载的情
况。 岳海清当即表示以后免费接
送老人去医院。

接老人去医院的日子， 清晨
五点多岳海清就来接老人， 还帮
忙挂号、排队、拿药。一次拿药时，
老人发现自己的药费不够， 他主
动拿出200元垫付。将老人送回家
就得中午12点半了， 他还帮着把
老人和一大袋中药送到楼上。

从此以后， 只要老人有事再
也不用挤公交车了， 每次就坐岳

海清的出租车， 他还总是不收车
费。一天夜里11点多，老人血压升
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岳海清。接
到电话后， 岳海清只用了15分钟
就赶到老人家，陪她到诊所就诊。

老人想打电话表扬岳海清，
却只知道是京朝的哥岳海清，监
督卡上有两颗红星， 车顶上也有
颗红星。 老人努力找到京朝公司
的电话， 拨通电话她再也按捺不
住激动的心情：“我几年前得了癌
症，经常有自杀的念头。自从遇到
岳海清，一切都改变了。他是我的
救命稻草，是我的福气呀！ ”

如今，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好，
每个月只需要去一两次医院体
检。体检结束后，岳海清会把老人
先送回家。等到结果出来，再拿着
老人的医保卡去医院取结果、拿
药。 打印出化验单他总会先给老

人打个电话， 把老人关注的指标
值从头到尾读一遍，让她放心。

保持车内整洁常备
应急物品

在日常运营中， 岳海清非常
注重车辆的洁净。 每天早晨6点，
岳海清要花40多分钟擦洗， 从发
动机里面到车容车貌都一尘不
染。 “我就想让乘客一上车就感到
温馨和舒适。 ”岳海清说，他高中
毕业后当了三年兵， 这是部队给
他留下的好作风。

岳海清的车上还常备着速效
救心丸、 硝酸甘油、 晕车药、 塑
料袋等， 还有两颗棒棒糖， 以备
不时之需。 今年4月， 他拉着一
位女乘客去机场， 客人刚一上车
就说头晕。 看着对方脸色发白，

他赶紧询问。 听女乘客说可能是
低血糖， 身上还没劲儿， 岳海清
赶紧递过去一块糖 ， “您含一
块。 含上马上就好了。”

岳海清的出租车里还常备着
拖车绳、 气泵、 搭电线等工具，
路上遇到交通异常 ， 他就会留
意 ， 看到有车停在不该停的地
方， 就会停车问问看出了什么问
题 。 电瓶没电的 ， 就用上搭电
线 。 轮胎出问题的 ， 就帮着换
胎。 看到南二环一辆车起火， 他
赶紧停车拿着灭火器去喷。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 就要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为人民
服务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岳
海清说。

带出一支优秀共产
党员车队

京朝公司共产党员车队成立
于2014年5月， 共有36名党员、积
极分子加入，岳海清是车队队长。

“每个月车队开会时， 很少
有同事说自己做的好事。 不过，
车队经常会收到乘客的表扬， 拾
金不昧 、 关爱老年乘客等太多
了。” 岳海清说。 三年来， 党员
车队做了很多公益活动。 每年春
节， 京朝公司党员车队都会到机
场保障运力。 队员还到学校给小
学生上安全课， 讲解交通安全知
识。 去年开始， 党员车队跟东北
师范大学朝阳附属中学结成对
子， 接送家庭困难的高考生去考
场 。 去年车队接送了7名考生 ，
今年接送了6名， 主要是只有老
人看护或者家庭困难的孩子。

“以后每年都要参加爱心送
考。” 岳海清说， 高考事关重大，
队员们都会提前和家长联系， 问
清楚考生居住和考试的地方， 实
地踩点， 计划好行驶路线及出现

拥堵等情况的备用方案。
除了关心孩子们， 岳海清也

把目光放在老人身上。 今年5月，
他和党员车队接上八里庄街道的
14位空巢、 困难老人到顺义去看
油菜花海。 车队的驾驶员和管理
人员还特意准备了文艺节目。 一
系列贴心的服务， 让车队和队员
收获了不少感谢信和锦旗。

车队队员佟立国曾拦住交通
事故逃逸的司机， 及时报警。 方
宝远曾在路上救助食物中毒的乘
客， 不仅及时救助送到医院， 还
背着乘客走了很长的路， 到医院
帮着挂号、 拿药、 联系家属……
这些在车队里已是 “家常便饭”。

可就算这样， 岳海清还琢磨
着如何能够延伸服务 。 上个月
底， 党员车队正式为每辆车配备
了拖车绳、 搭电线、 爱心伞等物
品 。 “路上经常能遇到交通堵
塞， 如果是因为有车抛锚了， 我
们就直接帮着拖到不影响交通的
地方。” 虽然岳海清自己车上早
就备了这些， 可他知道大家都配
上， 能帮助到的人就更多。

遇到下雨 ， 而乘客没有带
伞， 他要求党员车队的的哥多送
一步， 送到楼下。 “我们一般是
配两把伞， 的哥陪着乘客走到楼
下， 然后再把伞拿回来， 给下个
乘客用。” 岳海清说。 每次开会
他还会和大家讨论。 到机场时，
把乘客的箱子拿下来， 能不能再
多走一步， 帮着抬到台阶上边；
乘客东西多的时候， 能不能帮着
送到楼上； 老年乘客， 尤其是空
巢老人， 要直接到家门口去接，
实行车门对家门的服务……

“作为企业、个人应该怎么样
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为乘客为
人民做实事。 ”岳海清说，“就是要
把这份情怀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989年出生的张博研是北京
市密云区广播电视中心的一名主
持人， 阳光帅气的形象， 总给人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时常挂满笑
容的背后， 却包裹着一颗守护重
病妈妈的温暖孝心。 张博研说：
“孝是一种本能。 母亲辛辛苦苦
抚育我长大， 现在她生病了， 当
然换我来守护她， 义不容辞。”

28岁的张博研跟很多同龄人
一样， 都是在父母的宠爱中成长
起来的 ， 曾是一个任性的大男
孩。 如今的张博研为了照顾患癌
母亲， 毅然放弃在重庆的电视台
工作， 回到家乡密云。 每晚为妈
妈洗脚按摩 ， 卖掉房子筹医疗
费， 用荣誉证书换母亲笑容……
身边的朋友都说， 经历痛苦和磨
难的张博研已蜕变成有勇气、 有
担当的男子汉了。

回想起一路来的每个选择，
张博研从不后悔。 2011年，大学毕
业的他， 凭借优异的成绩被重庆
巴南电视台优先聘用， 并很快崭

露头角，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就在
“前途不可限量”的时候，不幸的
消息传来，“当时就已罹患卵巢癌
的妈妈被确诊为乳腺癌。 ”

听到这个消息， 张博研狠着
心向台领导提出辞呈。 面对大家
的一再挽留， 张博研哽咽着说，
“我要回家照看妈妈， 为她治病，

然后守在她身边。”
2012年， 张博研回到了家乡

密云， 应聘做了密云区广播电视
中心的主持人。 跟妈妈之间的距
离近了 ， 张博研心里也算踏实
了。 不管一天多忙多累， 每晚他
都会打上一盆洗脚水， 为妈妈洗
脚按摩。 张博研说： “我要用每

一天的时间去照顾妈妈， 让她觉
得有我这个儿子很幸福。”

2012年10月， 张博研妈妈的
乳腺癌恶化， 已到中晚期， 不得
不采取手术治疗。 术后， 因肝脏
一直不好， 他的妈妈不能采取化
疗。 于是医院推荐注射一种进口
药， 每20天注射一次， 一次两万
多元。 “高额的医疗费远远超出
我们的承受能力 ， 但为了救妈
妈， 我必须想办法。” 于是 ， 张
博 研 第 二 次 做 了 一 项 重 要 决
定———卖掉家里唯一的楼房。

对于卖房治病的做法， 张博
研的父母坚决不同意， “那是给
博研结婚成家的唯一家产。” 对
此， 张博研坦然表示： “房子可
以再买， 钱可以再挣， 但妈妈的
生命只有一次， 难道房子还抵不
上妈妈的命吗？”

拗不过张博研的百般解释和
软磨硬泡， 宽敞的房子很快就被
卖掉了， 一家人只好搬进30多平
方米的老平房里居住，直到现在。

张博研说：“房子大小没关系，妈
妈的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

在践行孝道的过程中， 张博
研朴实、 平凡。 同样在倡导孝道
文化的过程中， 张博研热心、 认
真。 就在今年6月， 利用工作平
台， 张博研联合密云区五家爱心
企业， 走进职业学校开展助学活
动。 他们帮助职业学校学生举办
集体生日会， 向品学兼优的学生
赠送生活和学习用品 。 活动现
场 ， 张博研还讲述了自己的故
事， 身体力行传播孝道文化， 传
递正能量。

最近， 张博研的母亲又要接
受肝脏上的手术 ， 虽然面对病
魔， 她依旧痛苦， 但在张博研的
影响下， 一家人可以积极乐观地
面对这一切。

“无论身边的亲人是健康还
是疾病， 亲情的陪伴都是无法取
代的。 ”张博研希望每一个年轻人
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让爱和陪伴
温暖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份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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