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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丁静

“有困难找李素萍！”
李素萍是谁？她是一位普通的北京站客运

服务员，以她名字命名的“素萍服务室”，是北京
站内一个 30多平方米的重点旅客休息区。

然而正是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李素萍和
她带领的“素萍服务组”收到了河南、安徽、黑龙
江等地旅客寄送的 200多面锦旗和 4000多封
感谢信。“有困难找李素萍”这句话不仅成了北京
站的流行语，更在南来北往的旅客中广为流传。

3 月 12 日，今年全国春运落下大幕，李素
萍也迎来退休的光荣时刻，但“素萍服务组”正
值青春年华。

为旅客服务近 30 年，走了 20

多万公里，推坏 142 把轮椅

在北京站，重点旅客指的是老、弱、病、残、
孕、幼旅客。为了能让旅客们平平安安上车，李素
萍把“伸手帮一把”练到了极致：给困难旅客买东
西、带孩子、买票。“那个年代很多旅客经济条件不
好，一张票、一顿饭就能帮人渡过难关。”李素萍说。

“最近一次执勤中，辽宁锦州的老张带着孙
女来了，他家孙女都长那么高了。”李素萍用手
比画着说，脸上露出了笑容。

2012 年，老张刚出生没多久的孙女得了重
病，从老家锦州到北京看病，凌晨下了火车人生
地不熟，一家人手足无措。值班的李素萍忙上前
询问，并护送老张一家出站，安排他们坐上去医
院的出租车。

“看完病来北京站找我！”时间紧迫，李素萍仅
说了这一句话。当天下午孩子接受完治疗后，老
张又来车站乘车返回。李素萍帮着买票、跟车长
沟通，并给孩子安顿好卧铺。“人心都是肉长的，孩
子治了半年，我坚持帮了半年。老张说他家孙女
的成长，我有很大功劳。”李素萍有点自豪地说。

自掏腰包资助贫困大学生；亲手给大小便
失禁的旅客换洗衣服；旅客行动不便上不去车
时，弯下腰身，背进车厢……身高不到一米六的

李素萍，曾用担架车先后推 4 个患有股骨头
坏死的男子上车。

从事客运服务近 30 年来，李素萍推着轮
椅折返于候车厅和站台间，走了 20 多万公
里，推坏 142 把轮椅。

4000 多封感谢信，打开全是故事

互联网时代谁还会收到挂号信呢？据统
计，这些年来李素萍和她的服务组共收到了
4000 多封感谢信，其中成立不到 7 年的“素
萍服务组”收到的就有 2100 余封，盖着邮戳、
贴着邮票的信摞起来比人还高。

北京站自 2011 年 11 月开设“素萍服务

组”“素萍热线”“素萍微博”，李素萍担任业务
指导。团队成员由 4 人逐渐扩充到 14 人，一
步一个脚印走得很踏实。

在“素萍服务组”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内，
墙角立着一组一人高的铁皮柜。打开柜门，满
是信件，打开信封，全是故事。

“我们从她们身上看到了雷锋的影子。”
寄信人侯宝莲、赵鹏，2016 年 7 月。

“作为一个不经常出门且行动不便的外
地人，在北京站一下车就受到如此热情的帮
助。”寄信人张秀清，2014 年 10 月。

“阿姨颤抖的双手好像没有力气了，我还有
好多话要和你说，期待下次还能见到你。”2014
年 9月，身患癌症的李玉兰给张素萍写道。

……
“素昧平生隆冬觉春暖，萍水相逢人海沐

人和。”这是 2003 年一位山东旅客赠予的对
联。来自旅客的“墨宝”，这不是独一份：“厚德
载物”“宾至如归”……旅客们对“素萍服务
组”怀着满满的感恩之情。

从“1”到“14”，“京铁玫瑰”的坚守

2018 年春运期间，由于北京站的客流量
持续攀升，李素萍和她的徒弟们像陀螺一样
一刻不得歇。自 2 月 1 日春运开始，李素萍连
续 13 个昼夜，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以上。

对于徒弟们，从观察残疾旅客表情到与
不同性格旅客的沟通技巧，从一般的服务要
点到重病旅客、突发急病旅客的应急处置措
施，李素萍无不悉心传授、毫无保留。“带过 50
多个徒弟，现在却只留下了 14 个。”李素萍说，
在北京站工作不仅要求高，活儿还不好干。

“素萍服务组”平均年龄 22 岁，几乎都是
女同志。“姐妹间真情相待，工作上团结互
助。”大徒弟曹燕说，“大家都管我叫燕姐，还
有 1998 年的‘小钢牙’，1991 年的‘淘淘’，1993
年的‘谢二’。”因常穿红衣，她们被旅客称作
“红衣天使”“京铁玫瑰”。

看着徒弟们的成长和旅客对她们的认
可，李素萍说：“放心了，我的工作结束了，服
务组迎来崭新的开始。”

听闻李素萍即将退休，多次受到照顾的
91 岁老人马静兰特意来到服务室，给她唱了
一曲《红灯记》；一位连续 5 年被李素萍帮助
的旅客在即将上车时，将包里的两个苹果递
给李素萍，嘱咐她保重身体。

近 30 年来，北京站外，明城墙遗址公园
里的国槐树茂盛生长，木已成林。北京站内，
曾经单枪匹马的客运服务员李素萍，已经组
建一个团队。“素萍服务组”把根牢牢扎在基
层，为旅客撑起一个温暖的港湾。(参与采写：
陈旭、吉宁)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200 面锦旗和 4000 封感谢信，这个铁路服务组有啥“魔力”？

李素萍荣休，“素萍服务组”继续“伸手帮一把”

本报记者刘懿德

威逼不变色、利诱不动心，
经手公诉的 3000多起案件，没
有一起被法院判决无罪。有人
叫他“黑脸大帅”，有人叫他“傻
帽老郭”，他自己则说“我就是
一名普通党员。”今年春节前
夕，56 岁的他在工作岗位上突
发心脏病殉职，用生命诠释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他就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郭建平。

不让步不惧邪

硬骨头办铁案

从事检察工作 35 年，郭建
平大部分时间与公诉业务打交
道，这是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前
的最后关口。也正因此，他的工
作总会遇到种种干扰。

2012 年，临河区执法局原
局长吴某受贿、滥用职权案移
送审查起诉。吴某在当地长期
任职，社会背景很深。

吴某亲属通过关系找到郭
建平说情，被严词拒绝。“我对你
们让一步，法律就要退十步！”

谈及此事，检察官慕维峰
记忆犹新。“跟人家比，我的官
儿小着呢。你们可得快点儿，时
间长了我怕顶不住。”慕维峰
说，这是他跟大家说的一句玩
笑话，但还是能感到其中压力。

但他一直为大家打气加
油。“该是啥就是啥，一定要从
细从严审查到底！”“有人打招
呼，实在不好拒绝，就推到我这
儿来，我给你们顶着！”

慕维峰也接到多个电话，
“大意是：吴某判不了死刑，都是
本地人，太严厉对谁都不好。”

他把这些话转告郭建平。
“这些话算好听的了……”郭建
平没有说他接到电话的内容，但
说了一句让慕维峰至今难忘的
话“你们永远记住，邪不压正！怕
那些邪门歪道，就不当检察官！”

检察官邢露当时负责该案
侦查。他说：“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环环相扣，郭建平在公诉环节松
了口，前面的工作就都白做了。”

郭建平的硬气让大家备受
鼓舞，案件顺利公诉。最后，吴
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
6 个月。

工作以来，郭建平审核把关公诉案件 3094 件、4993
人，没有一处纰漏、没有一件被法院判决无罪。他多次对同
事说：“检察官对党的忠诚怎么体现？要我理解，把案办好就
是最大的忠诚！”

顾大局不讲条件 助群众不打折扣

郭建平先后担任临河区反贪局副局长、反贪局局长、副
检察长等职务。无论担任何职，他都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忠
于职守。这种精神，体现在方方面面。

2017 年 7 月，临河区消化超标领导职数。区检察院班
子中郭建平工作压力最大、身体状况欠佳，组织决定先征求
他的意见。

谈话由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文博负责，“我把组织上的考
虑、对他身体的考虑都说了。”郭建平首先想到的是顾全大
局，他当即表态：“坚决服从组织。”郭建平为全区开了个好头。

不再担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郭建平本色不改、状态不
变。职务调整不久，他崴伤了脚，上下楼一瘸一拐，同事劝他
回家休息，他却说：“不行不行，案子多着呢。”

对个人利益从不斤斤计较，对群众利益却要一管到底。
2014 年，农民工王某驾驶无牌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他人死亡。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按程序移送起诉
即可。但郭建平还考虑到了法理之外的人情，因为案件的判
决结果将直接影响两个原本一贫如洗的家庭。

在郭建平建议和主导下，办案人员多次疏通双方当事
人思想，成功调解了民事赔偿部分。在此基础上，法院依法
对王某判处了缓刑，王某感动得泣不成声。
事后郭建平说，法律的尺度必须把握准确，过于教条无

异于“雪上加霜”，稍加用心即可“雪中送炭”，法律内外也有
人情冷暖。正是有了这样的温情，才彰显了法治的温度。

顽强的坚守 不懈的拼搏

2017 年 10 月中旬一天上午，临河区人民法院一号审
判庭，一场刑事诉讼正在进行。坐在审判长席位的法官宋建
新发现，郭建平说话声音很小，表情也有些异常。
庭审结束后，满头大汗的郭建平直接趴到桌子上。赶忙

过去询问的宋建新没想到，那竟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
“头疼、胃也疼，真是强忍着才坚持下来。”
“还是老毛病吧？你早说呀！咱换个时间也能开庭啊。”
“时间都定了，这么多人因为我临时改时间，太麻烦，再

难受也得坚持。”
趴了近十分钟，郭建平离开法庭。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宋建新暗自佩服。
郭建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人生道路的后半程，常被

病痛困扰，但却从未屈服。他用顽强的毅力、坚定的责任燃
起了自己的生命之灯。1999 年郭建平工作中晕倒；2006
年，因血压太高住院；2011 年 8 月，做心脏手术，休息一个
多月就急着上班。“不管是不是节假日，只要单位一个电话，

就跑去加班。”妻子田恩灵说。
放不下工作的郭建平，生活上却从不讲究。他突发疾病

去世的当天一早，田恩灵与他相约下班后一起买鞋。“他平
时很少买衣服，快过年了，我想给他买双新皮鞋。”

结婚几十年，田恩灵对郭建平的工作知之甚少。她不知
道有多少一时逞强的贪官污吏倒在他面前，也不知道有多
少穷凶极恶的地痞恶霸栽到他手上。她只知道“忙得都是大
事儿，得保密，不能跟我说，更不让我问。”

整理郭建平遗物时，大家在一本党员学习笔记扉页中
看到了如下手书：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作为
一名基层检察干部，深感责任之重、使命之艰，但我更荣幸
成为伟大时代的见证者、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参与者，定当为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绵薄之力。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事业、平凡的人生，郭建平用顽强
的坚守、不懈的拼搏，铸就了人生的丰碑，点燃了一盏永不
熄灭的生命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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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海口 3 月 12 日电(记者李金红、曾
佳慧)11日上午，海南昌江县棋子湾畔，烈日当空。

陶凤交和四位姐妹肩挑竹筐，朝着棋子湾
中角方向急匆匆走去。经过一番观察后，陶凤交
在一片空地旁停了下来，不时用衣角擦拭额头
上的汗水。“就在这里补种，咱们要赶在太阳下
山前收工。”陶凤交转过头向身后的姐妹说。随
行的姐妹们摘去头上戴的斗笠，弯下腰将竹筐
里的木麻黄种苗一一取出，挖坑，开始播种。

这样的画面在陶凤交的生命里已上演了
26 年。在她的带领下，海南一支“绿色娘子军”

26 年播种 338 万株木麻黄，为近两万亩沙滩披
上“绿装”，让昔日的荒漠变成了今日的海防林。

陶凤交的老家在临海的昌化镇，上世纪 80年

代，这里曾是海南岛面积最大最顽固的沙漠。每
年一到台风季节风沙肆虐，老人小孩不敢出门。

海南省林业厅一位退休干部介绍，这里
曾是海南植树造林的重点区域。但由于缺少
海防林的保障，风沙不仅淹没了附近村民的
农田，周边群众也因沙尘眼疾患病率一直居
高不下。昌化镇不仅日照强、气温高，而且连
续 8 个多月的旱季里，蒸发量是降水量的两
倍，流动的沙丘上种树难以实现。

1992 年，外地一个老板承包了昌江棋子
湾段海防林的建造任务，请当地村民去种树，
工钱是 7 元每天。陶凤交和同村的姐妹们便
加入了造林大军。

陶凤交说，早年间丈夫意外去世，她带着
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种树只是为了养家糊
口。但是种了三年，成活的树木寥寥无几。当
初承包造林的老板无奈选择放弃。这时，陶凤
交却急了：“3 年沙漠不见绿，我不甘心。”

1995 年底，陶凤交拉着同村姐妹文英娥

找到了昌江县林业局，承包下了“这个看似不
能完成的任务”：继续造林。

为了增绿，“绿色娘子军”吃尽了苦头。
棋子湾临近大海，没有淡水资源，陶凤交

她们只能在 5 公里外的水源地育苗。育好了
树苗，还得挑到海岸上去种，陶凤交和姐妹们
一人一根扁担，就这样将 338万株树苗用肩
膀扛了过去。

“以前没有水泥路，一路过去全是沙地，

姐妹们舍不得花钱买鞋，干脆赤脚上阵。”今
年已经 76 岁的文英娥回忆，肩上的一筐树苗
超过 130 斤，姐妹们的肩膀不仅磨出血泡，还
赤脚踩在沙滩上，烫得想哭。“实在扛不住时，

我们干脆将双脚插到沙子里降温。”

相比身体的劳累，同乡的误解让陶凤交
受尽委屈。因被误解种树占了别人的土地，一
位村民直接将臭粪泼在陶凤交身上。那晚，陶
凤交号啕大哭。后来在当地主管部门的教育
下，老百姓开始理解海防林防风固沙、抵御自

然灾害的重要性。
擦去眼泪后，陶凤交迈出的步伐更加坚定

有力。为了护林，她干脆在沙丘上“安营扎寨”。

每年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三回家，其余时间
她都是领着孩子在沙丘棚子里过。在这样的环
境下，她和孩子靠着微薄的收入顽强地生活。

陶凤交的右腿上至今还有一道十厘米的
伤疤。有一年台风来临，海水蔓延到林地，尚
未懂事的儿子非常惊慌。陶凤交赶去救孩子
时，一根树枝插破小腿，鲜血直流。当时，陶凤
交并未发觉，直到带着孩子离开危险地带，她
才感到隐隐作痛。后来在医院缝了 45 针。

2010 年，昌江县海防林建设任务基本完
成，昌江县林业局统计，全县海防林面积超过
5 . 2万亩，而其中陶凤交和她的姐妹们种了
1 . 88 万余亩，占全县海防林面积的 36% 。

如今，棋子湾一片绿洲，陶凤交和姐妹们
又主动加入了护林队伍，“下半生还要和姐妹
们一起补种护林。”她说。

▲李素萍（左一）与她的团队在北京站“素萍服务室”内给旅客发春联。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王恒涛、张宸)他叫慕
育军，生前是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副县长。

在雪域高原，他扎根基层勇于担当，为民解
忧不计得失，将青春献给了祖国边陲，将生命定
格在群众心中。

以“不避”“直面”体现担当

1996 年，19 岁的慕育军进藏当兵。退役
后，留在了西藏，奉献于山南。

慕育军担任山南市加查县坝乡党委书记
时，一次听到群众反映，有人盗采虫草，还以低
价强购虫草。他当即组织人手，到山上虫草采挖
点，逐个帐篷核验证件，直到凌晨两三点。

严格的管理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一次，慕
育军在街上被四五个人围住，一个身材魁梧的
人狠狠推了他一把。坝乡原乡长益西加措回忆：
“慕育军一点都不怕，大喝一声‘你懂不懂法律’，

那些人第二天就不见了。”
调任海拔更高、条件更艰苦、情况更复杂的

崔久乡工作后，为更好地与群众交流，慕育军努
力学习并熟练掌握藏语。一次，为处置一起纠
纷，慕育军连续 13 天待在群众帐篷点。因为昼
夜工作，每天都在商店买食品充饥。

慕育军在扎囊县工作时，当地一个车队不
准外地车辆运输，直接影响重点工程建设。有干
部担心引发“民族矛盾”不敢管理。他果断依法依
规处理了几个挑事的“刺头”，并对群众进行了说

服教育，根治了当地运输市场不规范的问题。

办实事解民忧温暖人心

慕育军是办实事的人：由于地广人稀，一
些群众远离银行网点，他联系银行进村为群
众办理存款业务；为解决崔久乡干部群众吃
水问题，他争取资金修复自来水管；争取援藏
资金修建扶贫楼，组织因残致贫群众开茶馆、
饭馆，自食其力实现脱贫……

坝乡一些群众因挖虫草来钱快而热衷赌
博，个别村民放高利贷助推赌博风气。慕育军

带领执法人员，走村入户依法惩处放高利贷
人员，并让商户签订协议承诺不提供赌博场
所，杜绝了赌博风气。村民洛桑顿珠说：“是慕
书记挽救了我们，挽救了我们的家！”

一次下乡调研时，慕育军发现扎塘镇久
麦村有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立即安排人值
守，并在雨季来临时，动员村里的 72 户群众
整村异地搬迁转移到安全地点。

“慕书记刚到乡里工作时，不通电，照明
都解决不了。”村民扎西坚参说，“他不辞辛
苦，多方协调，让乡里通上了电，现在家家户
户都添置了洗衣机、电冰箱等。慕书记给我们

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变化！”

一心为民、甘于奉献赢得怀念

“忙得像办事员，穿得像农民工”，是慕育
军的真实写照。

人们回忆，常年在田间地头的慕育军经
常满身尘土，肤色看起来跟当地群众没什么
两样。在扎囊县采石场选厂与关停整改中，
上级部门一位领导误将慕育军认作包工头。

因常年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海拔地
区高强度工作，慕育军血压一度高得吓人，但
没有请过一次假看病。一次，连续加班三天的
慕育军突然晕倒被送往医院输液，查房医生
一走，他拔了针头就走了。

“我们发现他脸色不好，他总说‘没事，没
事！’但如果知道我们有困难，就得刨根问底
地解决。”加查县人社局干部张军虎说。

远在甘肃的慕育军妻子说：“别人休假是
游山玩水，他休假就是到医院集中看病。攒一
身病回家，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又该进藏了。
一年一年，反反复复，就是这样。”

2017 年底，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40
岁的慕育军倒在工作岗位上，不幸离世。身
后，是没有固定工作的妻子，刚满 3 岁的儿
子，还有难以割舍的工作。

消息传开后，熟悉他的人无不震惊、悲
恸，纷纷前往吊唁。桑耶镇乃卡村村民占堆
是慕育军的“结对户”，占堆妻子患病时，慕
育军主动联系帮助他的妻子去内地治疗，去
世后又忙前跑后处理后事。在追悼会上，占
堆哭得像个泪人：“育军兄弟走了，育军兄弟
走了，这样的好亲戚到哪找啊……”

藏族群众“好亲戚”，生命定格在高原
扎根基层勇担当，为民解忧忘得失——— 追记西藏扎囊县副县长慕育军

▲慕育军(右)在结对帮扶的扎囊县藏族群众家里了解情况(摄于 2017 年 1 月)。新华社发

沙滩植树 26 载，种下 338 万株木麻黄

海南“绿色娘子军”，让万亩沙丘披绿装

最美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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