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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国红当初的竞选承
诺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
钱分、人人有事干”，如今
得到了兑现，滑石道从“上
访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和谐村”。

用真心爱心暖心换人心
九龙山脚下有个美丽的小山村，全村

一百多户，三百多人。十几年前村里建了
个“爱心救助小屋”，听名字就知道和扶弱
济困有关。事儿不大却不知怎的这事越
传越远，竟惊动了原全国残联的邓朴方主
席，他说一定要来滑石道看看，虽说后来
因工作忙没来成，但他捎来话：“在农村建

‘爱心救助小屋’这在全国还是第一家。”并
指示区里，“要大力扶持！”小山村的事儿惊
动了大领导，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还得从崔国红担任龙泉镇滑石道
村党支部书记说起。2004年秋，个体户崔
国红临危受命担任滑石道村党支部书
记。为啥说临危受命呢？因为他面对的
是个烂摊子，全区出名的“乱村”“上访
村”，矛盾重重民心涣散，群众意见很大，
前后几任领导都挠了头。老党员们看不
下去了，组织起来多次找崔国红，力挺他
来当书记。

崔国红接手这个烂摊子也挠头，可一
诺千金，挠头也得干那！他认真分析了村
里的情况，认为还是得从聚民心下手，只
有群众心气平和了，工作才好开展。

先从入户走访开始，他坐在村民的炕
头上拉家常，了解百姓家里最难的是什
么，最需要的是什么。头回有干部来家
里唠嗑儿，村民感动了，一股脑儿把心里
话倒了出来。十几年前的滑石道村远没有

现在富裕，很多残疾家庭，因病致贫家庭不
少，崔国红走访一圈捋出了头绪，先从民生
问题入手，解决村民亟需解决的问题。

转过年，恰巧市委主要领导到滑石道
村慰问贫困群众，留下指示：党支部对贫
困群众要“不断加大救助力度，创新救助
形式，拓宽救助渠道，在全社会弘扬人人
相互关心，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

在“两委”联席会上，他提出了创建
“爱心救助小屋”的想法，向社会、村民争
取捐款、捐物，为村内困难群众提供基本
生活保障，并且要实现长效化、系统化。
这个提议当时就得到了村干部、包村干部
和镇党委的支持，大家心里当时就一热，
感觉这个书记要来真格的了。

2005年初，滑石道村“爱心救助小屋”
正式揭牌。成立当天，全体党员、群众听
到成立仪式现场的鞭炮声，自发来到现场
捐款，崔国红带头捐款。

为使“爱心救助小屋”健康稳定的运
行，村里制定了《爱心救助小屋工作人员
职责》《爱心救助小屋管理制度》《爱心救
助小屋被扶助人员确定制度》《资金管理
制度》等，成立以来，没有发生村民反映村
干部违规照顾亲属的问题，没有发生村民
反映账目不清的问题，没有发生村民认为
扶助不公的问题。

“十几年了，村里从没间断给我家送

米送面，帮助我就医看病，解决
生活困难，我从心里感激崔书记
……”宋善祥在滑石道村当了24
年的会计，2003年突发脑血栓
病倒，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崔国

红上任后根据老会计的实际情况，不仅重
点帮扶，还自掏腰包，找朋友的装修队帮
他家装修房屋，张罗他女儿出嫁。提起崔
书记和“爱心救助小屋”多年来的救助，老
宋就激动得哽咽落泪。

“爱心救助小屋”不仅立足本村、服务
本村，还把服务机制延伸到了门头口村、
天桥浮村、东辛房村等29户邻村家庭，使
周边的贫困群众也得到了爱心小屋的帮
扶，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和支持。

群众的问题解决了，崔国红又想到了
村里的老党员，他们大部分已进入老龄
化，丧失了劳动能力，多年为村庄奉献，如
今年老体弱，生活出现了困难。在他的倡
议下，“党员爱心之家”成立了，参照“爱心
小屋”的模式，反哺老党员和有贡献的困
难户，每月给30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发放
120元基本生活费。

崔国红个人还帮扶了7个困难户。每
月发工资后，他都要把1600元钱交给村
里，其中200元捐款给“爱心小屋，剩下的
由7个困难户平分，每年给龙泉雾村爱心
小屋捐款1200元，2016年田庄村成立爱
心小屋，崔国红捐款10000元。

“真是个一心为民的好书记，老百姓
没人说他赖的。”说起崔国红，善款经手人
尚永臣从心眼儿里佩服。

“农村稳定了才能求发展”，这只是崔

国红打出的第一张牌。第二张牌就是
——抓干部队伍建设。

崔国红独创了一套干部管理办法：两
委成员自愿向村集体交纳任期风险抵押，
并自愿接受考核，每扣除1分，从抵押金中
扣除500元。如果有干部受罚，村支书要
负“领导责任”罚缴两个人的和。

果然，两名村干部发生冲突，崔国红
把他们叫到办公室，两人均承认违反了承
诺，各自接受罚款。根据规定崔国红罚
1000元。两名干部心里不是滋味了。

“效果相当明显，从那之后，村里再也
没有因为琐事发生过纠纷。”谈及此事，村
民很是称赞。

崔国红常说，“要管别人，首先要严格
要求自己。”他要求干部：“村民来办事，
你的态度必须和蔼，村民可以嚷嚷，你们
不能，你们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要耐心帮
村民解决问题。”暖心书记的话听着让
人心暖。

崔国红当初的竞选承诺是“人人有饭
吃、人人有钱分、人人有事干”如今得到了
兑现，滑石道从“上访村”变成了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和谐村”。

奉献别人，快乐自己。当有人提及他
北京市劳模、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支部
书记、新农村建设优秀村干部 、农村党支
部书记标兵等诸多荣誉时，高调做事，低
调做人的崔国红很淡然：“都是过去的事，
老说它干啥，尽自己所能为大伙儿干点
事，心里舒服就行了！”

暖心书记的心里话实在暖人心。
吕秀玉/文

王连泉，普通的退休职工，大峪街道
峪园社区居民，一名活跃在社区里的公益
磨刀师。

退休前，王师傅在单位是优秀的质检
师，1992年就被评为门头沟优秀共产党
员，事迹还曾入选《优秀事迹选》。精力充
沛的王师傅退休后在家有些不适应，总有
一种失落感，不知做点什么，总觉得浑身
的劲儿没处使。

在和邻居聊天中，他听到邻居抱怨磨
刀难，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还挺贵，10块钱
一把，关键是使不住。

王连泉还亲眼见到一位老太太，家里
的刀已经很钝了，切东西很费劲，手指磨
了非常厚的茧子，刀把儿的铁圈也磨透
了。王师傅问老太太：“刀都这么钝了，您
为什么不磨一磨呢？”，老太太回答：“太贵
了。”原来老人有多种疾病，药费开支太
大，所以能凑合就将就吧。听到这里，王
师傅心里不禁一阵心酸，于是萌生了给居
民义务磨刀的想法。

说干就干，王师傅的风格就是雷厉风
行。去集市上买来磨刀的工具，就拿自己家
的刀开始操练起来，经过一个星期的苦练，
学会了基本方法，就等机会大显身手了。说
来也巧正赶上社区开展公益活动，王连泉
连忙报了名，准备开始自己的磨刀“首秀”。

王师傅到社区把东西一件一件从手
提车中拿出来：一个粗砂轮，一个细砂轮，
一个白砂轮，一个绿砂轮，一块磨刀石，一
块磨锈石，一个小水桶，一块抹布，一把刷
子等物件，就这样一摆，也不吆喝，就等着
有需要的人上门。小区的居民见有义务

磨刀的师傅，纷纷从家里拿来菜刀，一下
子菜刀摆了一长溜儿。

只见王师傅从桶里拎了一块湿布出
来，抹湿了磨刀石，呲啦呲啦，左手握刀，右
手向前推动刀背，那刀在已呈弧形的磨刀
石上来回滑行，刀身上出现了灰色的水渍，
时浓时淡，最后提出刀刃的刀用刷子一刷，
又探了拇指在刀锋刮了刮，一把锋利的刀
磨成了。半天的功夫就磨好了居民的刀。
如果活儿多，王师傅就买个烧饼凑合一下，
有的时候忙起来，还不吃中午饭。

就这样，王师傅在社区磨出了一些名
堂，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居民们都纷纷劝
王师傅收点钱吧，你这又搭功夫又搭工具
的。王师傅坚决不收。居民们说：“如果您
不收点费用，我们就不在您这儿磨刀了。”
王师傅见状没办法，只好说：“那我只收一
元钱，多了可不行。”一元钱磨刀，一直持续
到现在，王师傅说：“这个规矩不能破。”

王师傅对公益的执着被一个单位的
沈大厨知道了，约见了他，王师傅以为要
把单位的刀给他磨呢。到了沈大厨的单
位才知道，人家是想把自己祖传的磨刀手
艺教给他。

经过三次手把手做示范，然后练习，
有问题再示范，就这样经过几次的学习，
他的磨刀水平产生了质的飞跃。原来一
天只能磨20把刀，现在一天能磨40多把
了，真是如虎添翼呀。

在义务服务过程中，也有不被人理解
的时候，记得在月季园一区，王师傅把所
有的工具展开，说磨刀一元的时候，大伙
儿都不相信是真的，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

有一块钱磨刀？为
了让群众相信，他拿
出区委给他发的优
秀共产党员证书，并
佩带上党徽，大伙儿
这才相信。

在磨刀时，居民说剪子能不能磨一
下？王师傅心想，这有什么？当接过剪子，
按照磨刀的方法磨了半天，人家拿过去用布
一试，根本剪不断，布夹在中间，卷布。居民
说：“这手艺还出来混呢，要是没有金钢钻，
就别揽瓷器活儿。”王师傅听了也生气了：

“中国人连原子弹都能造出来，难道我连剪
子都磨不出来吗？”收工后，回到家自己就开
始练习，磨了绞，绞了磨，这样试了不知多少
次，终于可以顺利剪布了，怎么剪怎么顺畅，
心中暗喜，剪子终于会磨了。

王师傅是个爱琢磨的人，在磨剪子的
时候，发现王麻子剪刀中间有一道褶，在
修理过程中不好定位，不容易修好，为了
解决固定剪子的问题，决定用木板做一胎
具，想好后，就找一块木板，用刀子在木板
上慢慢刻出定位槽，由于不小心脱手，手
被划了一个口子，血流不止，用创可贴简
单包扎后，继续干，做完后拿剪刀来试，效
果很好。以后再有不咬口的剪子就拿来
在定位板上砸，谈到这儿王师傅骄傲的
说：“这也算我的一个小专利吧！”

在石门营A3小区磨刀时，王师傅受到
了热烈欢迎。一位姓苗的同志对他说：“你
的公益行为太感人了，下面我要对您的工
作状态进行直播。”半小时后，他说回复点
赞有两万多条，王师傅听后也很激动。

在王师傅眼里不管是谁，都认真对
待，经他手磨的刀至少要半个小时，经过
四道工工序，至少可以用到3个月以上。

2014年至今，王师傅先后服务于石
门营A3小区，月季园一区、月季园二区，
峪园社区、新桥西区，绿岛家园，西宁路社
区，三家店新老宿舍社区等,经他手磨的
刀近5万把。居民都说王师傅是毛主席培
养出的好党员。

王师傅经常说的两句话，一是人最宝
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
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
的时候，他不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为碌
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
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二是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而
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
倒，因为它是为大家而献身；那么我们所感
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
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
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
泪。这两句话成为他的指路明灯。

在王师傅的眼里从来没有“难”和
“苦”字，岁月走过一年又一年，磨刀石用
完一块又一块，他用共产党员的行动，磨
出了精彩人生。 侯继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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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公益路上的磨刀人

驻守首都西大门的哨兵

在王师傅的眼里从
来没有“难”和“苦”字，
岁月走过一年又一年，
磨刀石用完一块又一
块，他用共产党员的行
动，磨出了精彩人生。

王宗桃参加各类重大勤务32次，最大限度地将各类影响首都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封堵在京门之外，维护了首都的社会安定，充分发挥了首都西部屏障和桥头堡的作用，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好评。

大山深处，灵山脚下，109国道101公
里处有一座公安边防检查站——杜家庄检
查站。这里自古就是交通重镇，史料记载：

“此地虽系山间幽径，实属西口通衢，乃通
京必由之路……”由于是西出京门的最后
一道关卡，因此被誉为首都的西大门。

镇守西口的武警官兵，个个都是经过
千锤百炼的精兵强将，不光是火眼金睛，武
艺超凡，更有一颗戍边报国的心，一副无私
无畏的胆。

2004年，部队转业的王宗桃来到检查
站。从出生地江南，到这里与大山为伍、与
西风作伴的边防哨卡，命运似乎是有意要对
他进行一番考验，可王宗桃一头扎进大山，
一干就是13年，他始终没忘自己是个兵。

每天看似简单的例行盘查，其实心里

那根弦总是绷得紧紧的，每时每刻他都和
战友们睁大猎鹰般犀利的双眼，“堵外患，
打外窜”，面对穷凶极恶的违法犯罪分子决
不手软，坚决让他们“进不来、出不去”。每
当重大安保任务来临，检查站全体民警披
挂整齐全员上阵，死盯死守。每天进出京
的车辆有上万辆。

冬天，灵山脚下的检查站真冷啊！执
勤时穿上多功能棉服还是冻的直打颤。
2013年腊月的一个傍晚，检查站接到报警，
一辆大货车轮胎着火，引着了车上物资
……情况万分危急！警情就是命令，放下
刚端起的饭碗，王宗桃迅速招呼战友林超、
刘永安及多名保安，火速赶赴事发现场。

现场的情况比想象的更糟，大火不仅
蔓延到车上的物资，离油箱也近在咫尺，随

时有可能引发爆炸。两个司机绝望地抱头
蹲在地上，旁边扔着两个用完的灭火器和
烧光的墩布头，无助和无奈让他们傻傻地
望着失控的大火。王宗桃果断将人员兵分
三路，第一路人员设置前后路障并负责警
戒，防止因天黑路窄发生二次事故；第二路
人员求助过往司机借灭火器材应急支援；
第三路人员用警车现有工具和器材紧急扑
救。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火势终于得到
控制，王宗桃又协助司机对车辆进行了应
急处理，更换了轮胎，加固了运载物资，再
用警车引领到安全路段。

货车司机含泪握住王宗桃的手：“要不
是你们，车和物资肯定都没了，100多万啊！
我们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呀，你们就是我的救
命恩人……让我怎么感谢你们啊！？”

王宗桃拍拍司机的肩膀说：“我们是首
都警察，这是我们的职责，今后在这条路上
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找我们……”

每年“两会”期间，首都反恐维稳形势
需要，市局都要抽调训犬人员，参加携犬及
武装反恐震慑支援行动，王宗桃总是主动
请战。期间遭遇老家84岁高龄的老母亲突
发重病，哥哥打来电话：“妈妈几次昏迷，怕
是不行了，医院发了病危通知，回来看一眼
吧……”那天王宗桃正在岗位执勤。他每
天早晨6时30分由支队出发，7时30分到
达岗位，负责西单广场、中南海周边阵地的
巡逻防控和定岗看护等工作，密切盘查疑
情疑事，严防恐暴事件的发生。

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人非草木孰
能无情，此刻王宗桃难过地掉下了眼泪，陷
入两难境地。一起执勤的战友让他请假回
老家看上一眼，哪怕给老人家一个安慰也
好啊。王宗桃深知，自古忠孝两难全，自己
是一名人民警察，此刻正肩负着神圣的使
命，特殊时期更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他向
着老家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心里默默为
母亲祈祷祝福，含泪转身，带着他的警犬投
入了安保。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好猎手。王宗
桃慧眼识毒贩的案例曾被北京电视台《法
制进行时》专题报道过。那是一次例行的
检查，从司机躲闪的眼神中他敏锐地察觉
出了问题，一边迅速示意战友向可疑车辆
战术队形靠拢，一边控制司机靠边停车，车
上的人当时就慌了，赶忙下来给民警递烟，

遭拒绝后又急忙从衣兜里掏出一叠人民币
……王宗桃心中暗喜，种种迹象验证了他
的直觉。在战友的协助下，很快在车座下
查获毒品及吸毒工具，犯罪嫌疑人受到了
法律的制裁。

警察不仅是高危职业，工作强度也超
乎寻常，常年的紧张劳累，王宗桃患上了严
重的腰椎疾病，不得已进行了腰椎手术，医
嘱是必须卧床休息一年，为了早日归队，他
不断强化术后恢复锻炼，延长站立行走的
时间，还自己用铁板琢磨研制了一条固定
腰椎的腰带，没多久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从此，铁腰带便成了王宗桃执勤站岗和日
常生活的特需“装备”，战友们亲切地送他
一个“铁腰带”的外号。这种特需“装备”至
今他用坏了6条，6条铁腰带见证了一名平
凡警察不平凡的戍边岁月。

多年来，王宗桃和战友累计抓获60多
名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查获毒品案件1
起、查获管制刀具32把，成功协助抓获在河
北境内作案后逃至北京的犯罪团伙首犯。
参加各类重大勤务32次，最大限度地将各
类影响首都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封堵在京门
之外，维护了首都的社会安定，充分发挥了
首都西部屏障和桥头堡的作用，受到了各
级领导的好评。

常年驻守在远离城区80公里的寂寞大
山，王宗桃的业余生活就是走出宿舍，边走
边听手机里的歌，这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每次听到“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这首
歌时，王宗桃都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把目
光投向远方，望着远处绵延的山脉，思绪万
千。山的那边有他挚爱的小家，更有他倾
心守护的大家，为了他们的平安幸福，他会
继续驻守首都西大门。 吕秀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