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桃辉走进乡间稻田普及金融知识。

李桃辉把爱心款送到易霖手中。

让爱延续 传递向善力量

从心出发 只为回报桑梓

看望抗战老兵邓梅开，老人激动地写下对联“义工情深何时了，老兵图报
待来生”。

中国银行益阳分行员工王文是李
桃辉的同事，也是李桃辉曾经的战友。
过去，他酷爱打麻将，还是行里有名的

“刺头”。
2012 年的一天，桃姐给他打电话

说临时要加班， 有一个爱心活动让王
文去替一下她。 王文去了才知道，是在
益师附小门口的十字路口牵放学小孩
过马路。 那里的交通很复杂，他一趟又
一趟地送，看小孩子们能安全回家，王
文心里觉得很高兴。

“助人为乐真的很快乐。 我坚持了
一年多， 一有时间就去参加‘爱心护
学’。 之后我还跟着桃子，给她和其他
义工当司机， 一起去敬老院、 去火车
站、去关爱抗战老兵……”王文变了，
自从开始当义工， 他再也没有碰过麻
将。 在单位上， 他从曾经人人头疼的

“癞脑壳”，成长为一名人人敬佩的“五
星义工”。

受到李桃辉感召的不止王文一
人。

同事陈丽娟告诉我们：“桃子姐做
起事来总是让人感动。 在工作上，她从
不讲条件， 有一些新任务、 困难的事
情， 总是她主动站出来说‘我来试试
看’。 ”

作为中国银行益阳分行离行式
ATM 管理维护员，李桃辉一年 365 天
从未休息过，一天 24 小时随时准备着
解决客户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 确保
了全辖 ATM 正常运营， 这么多年来
无一客户投诉，多次被省、市分行评为
先进工作者、优秀服务标兵、巾帼建功
标兵、服务明星、优秀共产党员。

在中国银行益阳分行， 桃姐已经
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只要有她在，大家
都鼓足了干劲。 这些年来，仅中国银行
益阳分行陆陆续续有 20 多名员工加
入了义工志愿者的队伍， 他们还自发
形成了“中行爱心小分队”，主动伸出
援手帮助他人。

益阳男科医院院长肖白府是李桃
辉的银行老客户。 肖院长在桃姐的带

动下也慢慢加入到了献爱心的队伍
里，每次去看望孤寡老人、抗战老兵、
扶贫助困或有需要医疗支持的时候，
桃姐就叫上肖院长。 肖院长也义不容
辞地带着医疗队伍去给老人们诊病、
做检查，还免费为特困老人做手术，提
供各种医疗帮助。

肖院长说：“这里面还真没有什么
感天动地的大事， 桃姐能让我们心甘
情愿跟着她走就是因为她能日复一日
地坚持去做义工。 而且她让我们知道，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最大的意义
就是带动很多人一起来帮助别人。 ”他
说：“桃姐坚持快 20 年了，一直在做好
事，直到这些年才渐渐有人知道，我觉
得做好事就应该留名， 就应该让人知
道，要让大家都去做好事、做善事！ ”

是的， 李桃辉一直渴望着凝结更
多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人体
会奉献的快乐。 在市义工办的“义工之
家”中，李桃辉既是理事又是后勤秘书
组组长， 是一个被其他义工称为“管

家”的角色。 琐碎的事情多而杂，小到
义工服的清洗、 大到义工活动会场布
置、物资运输统筹等等，她总是鞍前马
后，任劳任怨。 在李桃辉的感召下，越
来越多的朋友陆续加入， 团结一个集
体献爱心， 李桃辉感觉自己的力量越
来越大。

在不久前， 李桃辉高兴地告诉我
们：“易霖的学费和生活费问题都解决
了。 ”在义工们的宣传和发动下，民政
局、红十字会、社会爱心人士、村里的
乡亲父老，大家都纷纷伸出了援手，凑
集的钱已经足够这个孩子完成学业。

当爱心如雪球越滚越大， 我们渐
渐能够理解桃姐说的话。 付出是一种
快乐，向善是一种力量。 桃姐把这种力
量传递给王文，传递给易霖，传递给她
的孩子、她的同事、她的客户，传递给
每一个听说李桃辉故事的人。 这份爱
心，就像一颗火种，传递着温暖，也像
在点亮一盏又一盏的灯， 照耀着前方
的路。

2015 年，共青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寻找“向上向善好青年”活动。 当时在湖南区的评比中，一个坚持十多年投身公益、扶贫帮困的女青年的故
事，打动了许多人。 她曾是南海舰队一名优秀的海军战士，现在是中国银行湖南益阳分行一名兢兢业业的金融工作者，也是益阳市义工联的一名用爱心
感动人、用行动感召人的“五星义工”。

战友们都说：“她是一个好兵，在部队里是，在地方仍然是! 军队的传统和作风她一直坚守着，她身上有一种坚持的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心生敬意！ ”
她的银行同事们都说：“她是这样一个人，在她眼里从来没有不能解决的困难，也从来不讲条件，从她身上，我们能够重新理解什么叫‘责任’！ ”
她的义工伙伴们说：“我们都很信任她，她说哪里有人需要帮助、哪里需要献爱心，那是一呼百应的，为了帮助别人，她真的是全身心地付出！ ”
她自己却说：“我帮助别人，不是为了什么‘大爱’，只是看有人受苦我心里就特别难过，尽我所能地帮助别人渡过难关，我才会心安，我就觉得快乐！ ”
她是一个和我们一样平凡普通的人，却十几年如一日传递着“坚持”、“责任”、“付出”和“信任”的力量。
她的名字，叫李桃辉。

【序语】

———记中国银行职工“向上向善湖南好青年”李桃辉

向 的力量

田间的路很窄，两旁的稻苗已经齐腰高了。
八月里灼人的烈日下， 人站着不动也会汗流浃
背。 但李桃辉毫不在意，她急匆匆穿过稻田，沿
着弯曲倾斜的山路向尽头那间破败的砖瓦房走
去。

这一趟到桃江县马迹塘易家坊村， 李桃辉
和她的银行同事们是来开展“金融知识进农村”
活动，推动扶贫点金融服务站建设工作的。村支
书无意中提起了一个叫易霖的孩子， 他的母亲
早年病故，父亲因患精神病十几年前住院至今，
爷爷重病卧床， 全家人的生活都靠年迈体弱的
奶奶种菜和养着几只猪在苦苦支撑着。 易霖勤
快懂事、品学兼优，今年高考以 590 分的优异
成绩考上了大学， 学费和生活费却让他陷入了

无助。
“我得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听到村

支书的介绍，李桃辉马上就赶往易霖的家。看着
易家用一根根杂木在支撑着的、 仿佛摇摇欲坠
的房梁下， 一个高个子的大男孩扶着白发苍苍
的老奶奶，眼里尽是迷茫、无奈和羞赧，李桃辉
心里一紧， 她掏出了早晨出门时爱人刚交给她
的 500 元抗洪抢险奖励金递到少年手中， 说：
“小易你放心去读书，阿姨来想办法。 ”

李桃辉是有这个底气的， 她能发动她的同
事、战友、红十字会、企业爱心人士一起来帮助这
个孩子完成学业。“我身后还有一个义工团体。 ”
她说，“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大家一起
献爱心，我们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

李桃辉是 2012 年益阳义工联组织成立时
的第一批义工。 虽然成为正式义工只有四年时
间，但她的爱心之路，早已走了十几年。

2003 年的一天，李桃辉在资江一桥下面吃
“干坨子”。在冬天里热汤升起的白气里，她猛地
瞥见一个浑身脏兮兮的老太太坐在不远处的地
上，端起别人喝剩的汤，大口大口地喝着。 平日
里最爱吃的“干坨子”嚼在嘴里顿时不香了，李
桃辉赶忙起身又买了一碗“干坨子”送到老太太
面前。老人吃着热气腾腾的“干坨子”，李桃辉蹲
在一旁轻轻抚摸着老人的背， 一边轻言细语地
问着老人的情况。老太太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
73 岁了，在益阳没有亲人，就靠捡垃圾谋生。 这
几天病了，走不动，没有钱买吃的，饿了只能到
路边小吃摊上拣些别人吃剩的。

李桃辉的眼眶红了， 她扶着腿脚不便的老
人回“家”———这个连自己家在何方都想不起来
的老人就寄居在白马山社区一个废弃的厂房
里，在勉强算是有四面墙遮挡的二楼阁楼上，一
张单板的旧床、 几件已经看不出质地和颜色的
旧衣服、油漆斑驳的桌子，就是全部的家当。 李
桃辉扶老人坐在冰冷的硬板床上， 转身下楼去
给老人买回了感冒药，还炒了个快餐放到桌上。
老人看着热腾腾饭菜的眼神是那么热切， 李桃
辉鼻子一酸，拉着老人的手久久不忍离去。

从那以后， 老太太就成了李桃辉放不下的
牵挂。 每天下班后，李桃辉就去看她，给老人带
去烧水的茶壶、喝水的茶杯，给老人准备过冬的
衣裳和棉被，服侍老人吃饭，帮老人剪指甲、梳
头发……陪伴、 照顾老人成为了李桃辉生活的
一部分， 她每周去看望老人， 老人管李桃辉叫
“干女儿”， 老人见到街坊们总是说：“这个棉鞋
是干女儿买的，好暖和！ ”

就这样，李桃辉照顾了老人四年。四年后老

人离世了， 到最后都不知道李桃辉姓名的老人
拉着她的手， 含着泪颤颤巍巍地说：“好人有好
报，我请菩萨保佑你，崽会读书……”

李桃辉说，她因为出差在外，没能送老人最
后一程。 但是能在老人在世时，尽力照顾她，自
己已经没有遗憾。 此后，她先后资助孤寡老人、
疾病患者、贫困学生 20 多人。用她的话说，这是
在将爱延续，将生命拓宽。

十年一日 坚守爱心之路

在益阳义工里， 李桃辉很有影响
力，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桃姐”。

桃姐加入义工联短短四年间，她
和义工们一起，用一个又一个爱心项
目温暖着他人：“爱心私房菜” 项目，
他们去敬老院，给老人们做一顿丰盛
的晚餐，陪伴孤寡老人享受家庭幸福
和温暖；“微笑 K9077” 爱心专列项
目，他们有组织地到火车站，在春运、
寒暑假这些出行高峰期，帮助旅客运
送行李、 维持秩序、 提供必要帮助；
“爱在阳光下”义工护学项目，大家守
护在小学校园附近交通情况复杂的
十字路口和交通干道，护送纯真可爱
的孩子们过马路……截至 2016 年 9
月末，益阳义工联的登记义工已经达
到了 7 万多人。

益阳城郊有香铺仑敬老院、 左家
仑敬老院、邓石桥敬老院三个敬老院，
李桃辉与义工们每个月轮流去两趟。
每次去，不仅仅是送去一些生活物资，
桃姐总是像亲人一样给老人们捏捏
腿、捶捶背，推着老人们在院子里晒太
阳、 聊天……同去的年轻义工说：“看
看桃姐， 我才知道真正的义工该怎么
做。 ”

益阳市义工办主任樊浪波说：“李
桃辉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她的韧性，她
克服困难坚持十多年帮助别人； 她不
仅仅自己做，还带着自己的家人、孩子
一起做，带着同事、朋友一起做，她的
爱心怜悯和帮助是发自内心的。 ”

李桃辉的女儿是湖南师大大一的
学生，每次放假回来，她总是自觉地与

母亲一道去当义工； 小儿子只有八岁，
从小受到母亲的熏陶，母亲到火车站做
好事，他就跟着去当旅客的向导；母亲
到敬老院搞帮扶，他也跟着去给老婆婆
打扇端水……

李桃辉的爱人潘正杰是会龙山办
事处的干部，平时工作比较忙，他坦言
因为妻子牺牲了太多的休息时间在做
义工，自己也曾经有过不理解。 但年复
一年，渐渐地他也被妻子的精神感动：
“别人做义工都是一次两次，她做义工
是一年又一年。 她去帮助别人，已经成
为了一种自觉， 帮助别人自己能心安
理得，做好事做多了，人的心态都会变
得平和。 ”

总有人对她举起大拇指说她是
“大爱无疆”， 李桃辉总会很不好意思
地笑笑，她说：“我帮助别人，不是为了
什么‘大爱’。 我小时候家里困难，得到
亲戚、邻居和很多好心人的帮助，那时
我就想，等我长大了，有能力了，一定
要尽我所能去帮助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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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义工雅安地震献爱心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