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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乔伊蕾

刘志祥 通讯员 摄

【记者连线】

时间：

7

月

25

日

人物 ： 杭州市农民工自组织

“草根之家”创办人刘志祥

那是一双母亲的眼睛，眼中的

无助与悲伤，我至今都无法忘记。

2010

年，一名打工青年患上了

再生障碍性贫血症 ， 由于家庭贫

困，无力支付医药费。 他的母亲为

了筹款，四处求助找到了我们。

为了帮助他们，我精心策划了一

场“与‘春天妈妈’同行”歌唱筹款救

子活动。 消息传出，草根歌手组合“旭

日阳刚”也特意来到杭州，进行现场

义唱。 歌声吸引了成千上万名观众，

当天成功筹集了全部手术费用。

在漂泊的打工生活中，我想让

每一个来到 “草根之家 ”的兄弟姐

妹 ，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带给

他们温暖而又幸福的感受，是我最

大的心愿。

【人物故事】

“身在这个群体，我深

知他们不容易”

1994

年，刘志祥从长沙二轻中

专学校结业 ，年仅

17

岁的他随 “打

工潮”去了广东。

在服装厂做流水车工，在饭店当

清洁工， 在酒店当服务员……粗活、

累活，他全做过。 工作之余，他除了和

工友们泡网吧，就是泡在游戏厅。

久而久之，农民工精神的贫乏

与生活的单调，让刘志祥萌发了为

农民工创造精神文化家园的想法。

2005

年底， 他不顾家人反对，辞

去工作，掏出所有积蓄

3

万元，租了一

间

60

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创办了一家

工友俱乐部———“心灵之约蓝吧”。

为工友们推荐电影，定期组织

观看、讨论；组织工友们上网学习；

举办“茶话会”，提供交流情感的平

台……从策划到服务，忙前忙后全

是他一个人。

短短半年时间， 工友俱乐部从

开办时的

10

名会员，增加到近

80

名。

与此同时， 刘志祥肩上的担子也越

来越重，交房租、交水电费……由于

绝大部分都是免费提供的服务，工

友俱乐部一直入不敷出。

2007

年

5

月 ，“心灵之约蓝吧 ”

工友俱乐部无奈倒闭。

然而，刘志祥的梦想却没有就

此停歇。 一次偶然的机会，上网时，

他无意中发现杭州的打工青年徐

文财，与自己有着同样的梦想。 于

是 ，他来到了杭州 ，与徐文财共同

创办了农民工自组织“草根之家”。

草根艺术团、务工青年电脑培

训班、留守儿童夏令营……为了精

心策划好每一个项目 、活动 ，刘志

祥四处奔走筹集资金 ， 招募志愿

者，每天学习、工作

10

个小时以上。

“他的热情和冲劲深深地打动

了我。 ”徐文财告诉记者，每当自己

想放弃的时候，刘志祥总能给予他

希望和力量。

刘春梅是一名服装女工，性格

内向 ， 在务工时患上了轻度忧郁

症。 刘志祥得知她的情况，邀请她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同时鼓励她为

“草根之家”的内部资料写稿。 渐渐

地 ，她找回了自信 ，变得乐观开朗

起来。 在一篇撰稿中，她写道：“这

是个充满了爱的家园。 我很快乐，

因 为 在 这 里 我 找 到 了 尊 重 与 关

爱。 ”

2010

年，刘志祥被杭州市江干

区评选为“十佳优秀志愿者”，同年

当选为团湖南省委驻浙江工作委

员会首批委员。 今年，他被评为“湖

南省杰出青年农民工”。

虽然在服务农民工的道路上

依然面临许多困难， 但刘志祥说：

“身在这个群体， 我深知他们不容

易！ ”这个小小的信念，一直支撑着

他走到现在，也将一直走下去。

� � � �

本报

7

月

25

日讯 （通讯员 熊艳玲

郑琛琛）

7

月

20

日至

24

日，以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为团长的我省

党外人士考察团， 赴贵州开展暑期谈

心和参观考察活动。李微微强调，统一

战线要更好地发挥优势和作用， 同心

同行助推“四化两型”、富民强省。

考察团首先参观了娄山关战斗遗

址、遵义会议旧址、革命烈士陵园等地，通

过重走红色路， 重温了统一战线和多党

合作的光辉历史。随后，考察团前往毕节，

考察了毕节试验区的有关项目和成果展。

毕节作为统一战线服务科学发展试验区

和多党合作示范区， 在全国创造了统一

战线服务科学发展的“毕节模式”。

李微微指出，我省统一战线要借鉴

“毕节模式”的经验，积极参与武陵山区

扶贫开发各项工作，探索集中连片困难

地区扶贫开发的新途径、新办法，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力争用

3

年时间，把岳阳

的平江基地建设成全省民主党派、无党

派人士长期接受教育的实践基地和服

务新农村建设的特色名片。

期间，李微微与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 无党派人士就进一步推进我省党

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发挥自身优势

服务“十二五”规划、加强民主党派省

委、 省工商联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等问

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流。

考察团成员一致表示， 此次贵州

之行， 进一步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同

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信念和

决心， 加深了对中央和省委有关重大

决策部署的理解， 学习了贵州特别是

毕节统战工作的好经验、 好做法。 今

后，要进一步弘扬优良传统，群策群力

推动湖南科学发展。

各民主党派省委、 省工商联主要负

责人刘晓、杨维刚、赖明勇、谢勇、龚建明、

应若平、张大方、何报翔和无党派代表人

士梁肇洪等参加了谈心和考察活动。

� � � �

本报

7

月

25

日讯 （记者 唐爱平）今

天，省委常委、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

陈肇雄考察了岳阳港口和工业园区。他

要求岳阳在“四化两型”建设中，积极抢

抓机遇，努力开拓创新，赢得发展先机，

走出一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今年以来，岳阳经济社会保持又好

又快发展，主要指标稳健上行。上半年，

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834.9

亿元， 同比增

长

14%

；实现财政总收入

99.3

亿元。

顶着炎炎烈日， 陈肇雄来到城陵

矶临港产业新区， 参观了城陵矶国际

集装箱码头和正在建设的科德仓储项

目、港龙物流项目；在云溪区精细化工

产业园， 他参观了中石化催化剂新基

地等项目。下午，陈肇雄听取了岳阳市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

陈肇雄充分肯定岳阳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良好成绩。 他说，当前，全省

上下正在大力实施“四化两型”战略，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推进湖南经济社

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他要求科学把

握“十二五”期间面临的加快经济结构

调整、 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以及

“两型社会” 建设等难得的发展机遇，

充分发挥岳阳区位交通、产业基础、物

流成本、 发展理念等方面的优势，在

“四化两型”建设中抢抓机遇，创新发

展理念， 转变发展方式， 赢得发展先

机，以“规划项目化，项目工程化”为总

体思路，推进重点工程建设，加强典型

示范创建， 强化内引外联服务等。 把

“两型社会”建设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

发展的各个方面， 走出一条有别于传

统发展模式的“两型化”发展新路。

� � � � 7

月

25

日 ，长

沙市最高气温达

39

摄氏度，许多农

民工依然坚守在

工作岗位，为城市

发展作贡献。雨花

区窑岭社区的工

作人员给打扫卫

生的工人送来了

藿香正气水、清凉

油、毛巾和矿泉水

等物品，帮助他们

防暑降温。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创办“草根之家”

陈肇雄在岳阳考察时要求

开拓创新 赢得“四化两型”发展先机

同心同行推进富民强省

我省党外人士代表团赴贵州开展暑期谈心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