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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德州故事大赛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德州10月18日讯

(记者 徐良 通讯员 李
佳林 王丽) 讲述诚信故
事，弘扬传统美德，10月15
日，“浦发银行杯”信用德州
故事大赛评选结果正式公
布，经评委会评审，《夫与
妻的践诺》等3件作品获一
等奖，《四代人和一块金子
般的石头》等5件作品获二
等奖，《还账》等10件作品获
三等奖，另评审出优秀作品
20件。

为助推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
范区创建工作，引导社会各
界树立诚信意识、倡导诚信
精神，由德州市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德
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德
州市作家协会、德州市电影
家协会、德州市微电影协
会、齐鲁晚报联合主办的

“浦发银行杯”信用德州故
事大赛活动，于今年8月1日
正式启动。活动开展以来，
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征集到
一大批优秀作品，其中既有

诚实守信的真实经历，也有
弘扬诚信的难忘故事，无不
传递出浓浓的正能量，向全
国展现“大德之州 诚信之
城”的精神面貌、道德素养
和信用品质。大赛组委会从
130余件作品中选出60件进
入终选，最终，《夫与妻的践
诺》等18件作品脱颖而出，
分获此次比赛的一、二、三
等奖。本报将陆续刊登获得
一二三等奖的作品。

作为此次活动的冠名
方，浦发银行德州分行党支
部书记、行长宋兖成表示，
通过此次活动，社会各界创
造出一批优秀的诚信主题
文艺作品，这将有助于进一
步营造全社会诚实守信、重
信守诺的新风尚，助推“诚
信德州”“文明德州”品牌创
建。同时，浦发银行德州分
行也将继续秉承“笃守诚
信，创造卓越”的宗旨，以良
好的服务、丰富的产品、创
新的精神助力德州经济社
会发展，积极履行诚信银行
的使命担当。

一等奖 (3件)
《夫与妻的践诺》 作者：解永敏
《“失信”父子》 作者：石 勇
《内弟的买卖》 作者：程先利

二等奖 (5件)
《四代人和一块金子般的石头》 作者：田玉莲
《25万元的早餐》 作者：刘依洋
《德州“老实”》 作者：魏 松
《卖瓜》 作者：秦玉合
《诚信的德州战友，你在他乡还好吗？》 作者：张海军

三等奖 (10件)
《还账》 作者：崔登祥
《说话要算数》 作者：梁柱生
《寻找一个人》 作者：谢士艾
《记忆深处的一件事》 作者：黄 靖
《拼搏 只为那句承诺》 作者：李德锋
《300元里的诚信》 作者：朱文艳
《蔡光明诚信故事》 作者：纪福华
《用诚信治病》 作者：余显斌
《那抗战时期的德州军人诚信故事》 作者：魏立国
《大德之州，诚信之光》 作者：倪贤秀

优秀作品奖 (20件)

《十年，了结一场夙愿》 作者：王树浩
《飘香的扒鸡》 作者：于 博
《诚信德州，有个卖扒鸡的老人》 作者：吴 萍
《回眸一诺》 作者：张玉华
《儿子的诚信》 作者：蒋 波
《诚信的德州人》 作者：舒仕明
《牙医诊所》 作者：梁继志
《秘密》 作者：余显斌
《母亲的一诺千金》 作者：谢桂珍
《经商一定要讲诚信》 作者：蒋 波
《难忘诚信好“的哥”》 作者：倪贤秀
《一诺千金》 作者：黎芷明
《信用德州美名传》 作者：陈俊舟
《千里“还”钱》 作者：袁凯恒
《用诚信拭亮“视界”》 作者：张俊芳
《诚信铸就浦发银行魂》 作者：晓 宇
《诚信体彩，光耀德州》 作者：张 悦
《有德之士居有德之州》 作者：谭理勋

《学以载道，诚以立人》 作者：魏丽杰

《种子》 作者：焦丽莹

“浦发银行杯”信用德州故事大赛获奖名单

“只要乡亲们喜欢读报，俺情愿

当一辈子义务送报员。”就是这样一

句承诺，让齐河县潘店镇曹庙村的

孙立银一生坚守，为乡村百姓义务

送了一辈子的报。

说起这份坚守，缘于当年孙立

银看过的电影《焦裕禄》。二十多年

前，笔者第一次采访孙立银时，他说

清楚地记得电影里有这样一个镜

头：焦裕禄在风雪中拉着板车，走到

一对老夫妇的家里，坐在炕头上亲

切地对那对老夫妇说：“大爷大娘，

我是你们的儿子，要过年了，我来给

你们送点粮食。”

一个县委书记，甘愿做人民群

众的儿子，何等高尚！在焦裕禄精神

感召下，孙立银在黄河岸边的黄土地

上坚守着，他说焦裕禄能坚守，咱怎

么就不能坚守呢？

孙立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他曾对妻子张桂珍和三个女

儿说：“知道‘人’字怎么写吗？一撇

一捺，很简单的一个字，可这样的简

单里包含着‘顶天立地’，说话办事

钉是钉、铆是铆，敢于承诺就得敢于

担当，不能有半点的虚和假。”

生于1937年的孙立银，是个乡村

文化人。他1957年毕业于济南一中，

高中期间就被发展为预备党员，毕

业后放弃了公派留学苏联的机会，

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务农。作为一名

乡村教师，他深知没有文化、不读书

看报会限制农业、农村发展，更不能

让农村群众开阔眼界，发家致富。因

此，看到周围几个村子里的报纸和

信件投送困难，他便对当时的公社

和邮局领导承诺，要义务为乡亲们

送报送信，当个义务送报员。领导说

这没钱没利的事，真想干？他说真想

干，而且想干一辈子。

因为一句承诺，孙立银定时到

乡邮所拿取报纸和信件，每天至少

要花一个多小时，为曹庙和周围的

高庄、果园刘、季庄、坊子几个村子

里的乡亲们送报送信，并且持之以

恒地坚持下来。在村里，他先后当过

社员、民办教师、大队党支部书记、

公社贫协主席、公办教师，无论在哪

个工作岗位上，义务送报这项业余

工作他从来都没放弃过，而且一送

就是四十四年，直到生命的最后。
1999年，世界吉尼斯记载他是“义务

送报时间最长的人”。
2001年夏天，孙立银因病去世。

临终前，他紧紧攥着妻子张桂珍的

手说：“咱们这几个村里有60多个报

刊订户，农村大众报有40多户，这张

报纸最受村民欢迎。现在看我已经

不行了，你能不能继续践行我曾经

的诺言，继续帮着给乡村们送报送

信？”张桂珍望着对弥留之际的丈

夫，同样许下诺言：“你安心走吧，以

后我来替你送报送信！”

诺言很快变成行动。丈夫葬礼

之后，张桂珍望着桌子上压了五六

天没有送出的报纸和信件，心里不

免生出阵阵酸楚，她想：“因为忙丧

事耽误了大伙儿看报纸和收信件，

丈夫如果活着肯定要发火了。”于

是，她带着巨大的悲痛，疲惫地背起

一个大书包，怀里抱着一摞报纸和

信件，在村南小路上默默走过。她的

脚步有些蹒跚，步幅小得不能再小，

但却十分坚定。地里干活的乡亲们

看到这一幕，都背过身子假装看不

见，因为他们不想看见那令人心颤

的一幕，他们怕泪水掉下来。

之后，张桂珍一直牢记丈夫的

嘱托和自己的承诺，不管刮风下雨，

每天坚持为乡亲们送报送信。早些

年，孙立银努力说服群众订报，指导

乡亲们通过报纸上的科技知识实现

乡村的多种经营和经济种植，使曹

庙和周围几个村子里的订报户每年

增加，那些年除了信件和刊物，仅报

纸订阅就已达到160多份。孙立银一

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张桂珍晚上

就帮着丈夫分好报纸，第二天天刚

亮就把三个女儿拉起来分派任务，

女儿送比较近的几个胡同，她送村

里离家远的人家，丈夫就跑几个外

村。等忙忙活活送完了报纸和信件，

张桂珍再回来给丈夫和孩子们做

饭，然后再送丈夫和孩子们去上课。

对于夫妻二人的这份承诺，张

桂珍说无怨无悔。刚结婚时，孙立银

就告诉她，要支持义务送报送信，

“等我没了你接着送，等你老了再让

孩子送”。1982年，家里翻盖房子，为

不耽误丈夫送报送信和乡村小学的

教书工作，张桂珍一个人揽下拉土

的活。11月份，天已很冷，她砸开坚硬

的冻土用地排车运土，整整运了16

天，然后请人打土坯，晚上从没睡过

一个囫囵觉。谈到那段日子，张桂珍

说：“立银上完课还要送报送信，根

本腾不出空来帮我忙盖房子的事，

既然他承诺为大伙做好事，我就得

支持他，毕竟咱一家的事是小事。”

孙立银去世后，张桂珍妻继夫

志，继续为乡亲们送报送信，有村民

劝她：年纪大了，还跑这么远送报送

信，而且一点报酬也没有，图啥呢？

她却说就图给农村人“送文化”，因

为这是“利在眼前，功在千秋”的事。

曹庙村位于齐河县西南部，村

南边的309国道上有个加油站，加油

站旁边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柏油路，

路口西侧立着一块矮小的石碑，上

面写着“立银路”。当地人说，孙立银

活着时每天都走这条路送报送信，

他一走就是44年，行程能围着地球转

两圈；后来，张桂珍接着在这条路上

送报送信，一走又是十几年。夫妻俩

送报送信时间加起来将近一个甲

子，这条路就是为纪念孙立银义务

送报送信而命名的。如今，望着这条

“不一般”的路，张桂珍回忆着曾经

的岁月，想着因网络冲击报纸订户

越来越少，不无担心地说：“没了报

纸，如何再为村人们‘送文化’？”

夫与妻的践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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