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

本地·人物

责任编辑 商 英 / 校对 李宋洁妮
E-mail：
hhcbywb@126.com

5

入围“全国百名网络正能量榜样”评选，在郑州跑出租的万荣汉子李文生说——

“我没有给咱运城人丢脸”
□记者

王斌

近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
会主办、人民网承办的第三届
“百名网络正能量榜样”初评入
围榜单公布。万荣汉子、郑州的
哥李文生榜上有名，他也是全国
出租车行业唯一的入围者。
7 月 下 旬 ，李 文 生 回 乡 间
隙，记者聆听了他的故事，收获
了满满的正能量。他见义勇为、
热心公益、助人为乐，还自制了
“出租车爱心眼”降低乘客丢失
物品的概率。在他的眼里，做良
心事，说良心话，人人献出一点
爱，让大家感受到温暖，就是弘
扬正气，传递正能量！

50 岁的“表哥”好事做
了一箩筐

乘客买来车票和饭菜，没想到这
名乘客竟在售票大厅突然跪在
他的面前。
这名山东乘客名叫张文
文，他做生意路过郑州，没想到
钱包丢了。李文生跑车的时候，
张文文招手坐上了他的车。
“他
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以后，当时我
就说：
‘ 你把你家人的联系方式
告诉我，我打电话过去核实一
下，看你是不是山东的。’”李文
生说，他与张文文家人电话里一
番确认之后，就带着张文文来到
车站，买了车票和饭菜，让他赶
紧回家。令人李文生万万没想
到的是，在偌大的售票厅里，一
个大男人竟然一下子跪倒在他
面前，当时他的眼泪就不由自主
地流了下来，心里“有几分感动，
也有几分酸楚”。他强烈地感受
到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如
何希望别人伸出援手，而受助者
内心的感激之情又是如此强
烈，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做公益事
业的决心。
顺利回到济宁老家后，张文
文委托姐姐给李文生充了 300
元话费，并在电话里一再叮嘱李
文生：
“来山东了，一定要到家里
坐坐。”
被充到手机里的 300 元话
费，李文生并没有使用，而是以
张文文的名义，在郑州玉凤路的
一家饭店认购了近 300 元的“待
用快餐”，共 23 份，用来关爱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李文生说，他
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道无助
时的辛酸和痛苦，在自己能力范
围之内，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他
觉得值！

李文生今年 50 岁，万荣县
南张乡太赵村人。上世纪 90 年
代，年轻的李文生走出家门闯
荡，他带着梦想来到郑州打拼。
“当时年少气盛，总感觉有拼劲，
想要努力超越自己，务实工作，
减轻家里的负担。”李文生没有
想到，他竟然在郑州扎下了根，
并且一干就是几十年。
李文生在郑州从事出租车
行业已将近 10 年，眼前的李文
生皮肤略黑，看上去精干利落，
虽说是地道的万荣人，但口音里
已经有了一丝河南腔。他是一
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也是一名
颇有影响力的微博博主，微博的
名号是“的哥表里如一”，熟悉他
的人都亲切地称他
“表哥”
。
打开百度搜索栏，输入“郑
独创的“爱心眼”起了
州的哥李文生”，数十条报道便
会接踵而来，那些他记不清的好
大作用
人好事，都在这里得到了重现：
2013 年中秋节的夜晚，送
李文生是个仁义的汉子，也
落难的山东乘客回家；2014 年 7
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从业近 10
月 9 日，帮忙维修事故车辆到深
年，他碰到不少在出租车上丢东
夜；2014 年 7 月 20 日，帮助开封
西的乘客。匆忙上下车的乘客
尉氏瓜农老李卖瓜救妻；2016
难免会一时疏忽，把提包、手机
年 8 月 8 日 ，深 夜 呵 退“ 黑 摩
之类的物品落在车上，如果记不
的”，救助被骚扰的女乘客……
住车牌号或者没有索要发票，乘
在郑州京广快速路天桥上，
客就很难找到。怎样才能避免
他曾救下一名醉酒男子；寒冬
这种情况发生呢？李文生一直
里，他为大桥下的农民工送棉衣
在琢磨这个问题。有一天，他突
棉被；
每年冬至，他为环卫工、交
然想到，能不能有一种能够第一
警、孤寡老人送去热腾腾的饺
时间辅助司机看到盲区的装置，
子；连续 4 年，他坚持探望、帮助
用来提醒乘客是否遗失有物
脑瘫患儿和贫困山村留守儿童； 品？因为，把这个工作提前做到
他时常免费接送盲人、残疾人
位了，就能够避免遗失情况的发
……这些年，李文生活跃在郑州
生。
的每一个公益现场，他用自己的
经过 3 个多月的研究实验，
点滴小爱，传递着属于这个时代
“出租车爱心眼”诞生了。他在
的正能量。
车内后座和后备箱上方分别安
装了一个摄像头，为了维护乘客
受助的山东大汉跪在
的隐私，这两个摄像头没有记录
功能，只是乘客在开出租车门的
他面前
那一刻会工作，关上门就会停止
李文生说了一件最令他难
工作。开门的时候，显示屏和摄
忘的事，那是 2013 年中秋节的
像头自动打开，的哥能够通过显
夜晚，他遇到一名山东乘客，身
示屏发现后座和后备箱是否有
无分文，被困郑州。当时，他给
遗留的物品并且提前告知乘

客。这个小小的摄像头虽然并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却解决了
大问题。李文生试用之后效果
非常好，有好几次都是通过提前
告知乘客，避免了遗失物品情况
的发生。
如今，李文生的“出租车爱
心眼”受到越来越多司机与乘客
的好评，在业内被广泛应用，由
此大大降低了出租车上丢失物
品的概率。李文生说，开了这么
多年出租车，丢东西的乘客也不
少，他：
“ 不求什么回报，乘客一
句
‘谢谢’
咱就很感动了。”

最自豪的是“没有给咱
运城人丢脸”
坚持做公益好多年，李文生
有了自己的感悟：
“ 我希望在公
益事业方面，大家能相互感染身
边的人，把这些正气呈现在整个
网络上或者实际当中，让大家都
能彼此感动，每个人都愿意去参
与一下。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
有限的，如果无数个人去帮助的
话，
这个能力是很强大的。”
在郑州生活的这几十年里，
最让李文生感到自豪的事情就
是他“没有给咱运城人丢脸”。
如今，做公益已经成为李文生生

▲李文生的追求，
散发着光辉，
照耀着他人。
活的一部分，他正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感染着更多的人加入到这
只充满正能量的队伍。
他说，做好事并不是一定要
刻意去做，在自己能力范围之
内，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
助之手就可以了。其实，帮助别
人也是在帮助自己。每个人都
一样，帮助了别人，总会收获一
种快乐感，能愉悦自己工作的心
情。李文生的家人对他“爱管闲

事”的嗜好都给予了充分理解，
“家人都了解我，所做的事儿，他
们都支持”
。
李文生的事迹被当地媒体
多次进行报道，他成了名副其实
的充满正能量的“网红”。谈及
此次入围“全国百名网络正能量
榜样”榜单，他微微一笑说，结果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持做好平
时的自己，多帮助别人，让自己
快乐，
让生活充实！

普及健康知识 我们在行动
心理 CT 量化诊断
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运城仁安睡眠病医院院长

张卫红

我院是一所睡眠、心理、精神疾病的二
甲规模专科医院,主治失眠症等各种睡眠疾
病、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神经官能症、更
年期综合症、心理障碍、精神分裂症及各种
内科疾病。目前开设有失眠抑郁科、中医睡
眠科、精神科、神经内科微创科、针灸科、功
检科、体检中心、8 个功能治疗室、1 个精神康
复中心、
1 个心理康复中心开放和封闭共 6 个
住院病区,巨资引进美国醒脉通 V 型无抽搐
电休克治疗仪、无线蓝牙多导睡眠监测仪、
睡眠 Hot、精神压力分析仪、心理 CT、智商检
测仪等先进仪器。同时还拥有重复经颅磁
治疗仪、小脑顶核治疗仪、脑功能治疗仪、三
氧大自血治疗仪、脑波治疗仪、静电场失眠
仪、负离子能量仪、彩超等专业检测及治疗
仪器 50 余台。
我院为“中国睡眠研究会协作单位”
,山
西医科大二院心理科“临床协作单位”
,山医
省荣军精神医院
“临床协作单位”
。

地址：运城市盐湖区圣惠路
关公像南 100 米路东
电话：
0359-5792222

结石成分分析
让你远离结石再生
运城医磊结石病专科医院院长秦应中
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结
石病在治疗过程中的取净率越来越高,
因而结石病的复发率也随之越来越低,
反倒是结石病的再生问题显得更加突
出。
结石病属常见病、高发病,疾病形
成病因复杂,每个患者的结石结构成分
各不尽相同。由于人的肉眼不能准确
分析结石的具体成分,因而也就不能提
供精准的预防方案。所以,部分患者在
结石病治愈后又有新的结石形成。
运城医磊结石病医院引进了“红
外光谱结石成分分析仪”,该仪器具有
分析范围广、使用样本少、检测速度
快、分辨率高等特点,能准确为患者分
析结石形成的原因,提供科学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最大限度降低结石
病的再生。
地址：运城市盐湖区禹都
大道 487 号
电话：
0359-2298781
2298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