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善孝为先， 慈善越千年”
“行善是大智， 善举是大德”……
在荥阳， 传播慈善文化的标语到
处可见， 荥阳市电视台专门开设
了慈善频道， 广播电台在每天固
定时段播出慈善专题， 宣传身边
发生的感人故事， 传播需要救助
人群的信息。 荥阳市城乡形成了
浓郁的慈善文化氛围。

“现在的荥阳，几乎每天都有感
人的事迹发生。 ”荥阳市民政局、荥
阳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杨赵莉说，

“以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人做慈善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

荥阳二高师生为救助该校重
病教师， 一日之内就募集了 7 万
多元； 荥阳农村信用社为该单位
遭遇车祸职工几个小时内募集了
5 万多元。

荥阳市高山镇为该镇关帝庙
村尿毒症患者吴雪凤举行捐款活
动 ， 半个小时内就募捐善款
134765 元……

“您好，欢迎您在慈善爱心柜
台选购手机。 ”这是荥阳华信慈善
手机卖场销售人员每天都会反复
说的一句话， 在这个柜台里展示

着 16 款热销手机。
“在这个柜台，每卖出一部手

机，我们就捐出来 10 元。 ”慈善手
机卖场的李经理说，“另外，在所有
的柜台，只要拿着残疾证、低保户
等相关证件我们都可以给予 5%
的优惠。 ”

“我们手机卖场还有自己的职
工互助基金。 ”李经理补充说。 这
家慈善手机卖场在荥阳共有 4 家
分店。 而这，仅仅是荥阳慈善地图
上的一个小圆点、一颗小红心。

在荥阳慈善地图上，像这样的
小红点大大小小有 70 多个。 全民
慈善活动开展以来， 市民踊跃参
与，慈善超市、慈善饭店、慈善药
店、慈善医院、慈善理发店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有的将利润的一定比
例捐给慈善机构， 有的对残疾人、
低保户、 老年人等实行免费或打
折服务。

为方便市民做慈善，荥阳市慈
善总会还在学校、商场等公共场所
设置募捐箱 200 个， 慈善捐衣箱
３ 个。 截至 2012 年 2 月，荥阳市
慈善总会共筹集善款 3000 多万
元，救助困难对象近万人次。

一个城市在发展内涵上，
可以作出多种选择， 荥阳选择
了慈善。 作为郑州的一个县级
市，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 荥阳市综合经济实力在
河南省 100 多个县市中名列
前茅。

但他们认识到， 与困难群
体巨大的救助需求相比， 单靠
政府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还需
要进一步激发、调动、汇聚起民
间的爱心力量。

2009 年 8 月，荥阳市率先
在全国提出了“全民慈善”理
念，打造以“全民慈善、方便慈
善、透明慈善、效益慈善”为内
涵的慈善城市。

2009 年 8 月 5 日，荥阳市
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本市开展

全民慈善活动的意见》，下发至
荥阳市各级单位， 把慈善作为
一级政府的重头工作来抓。

荥阳市在全市范围内设立
了 620 个慈善基层组织，平均
每 1000 人就有一个慈善组
织， 还建立了由 4100 名慈善
爱心大使组成的慈善爱心人士
基本队伍， 荥阳网民还通过网
络成立了“美丽情怀爱心大使
群”。

现在， 荥阳已逐步形成了
以荥阳慈善总会为龙头， 各乡
（镇）、街道、市直各单位设立的
慈善组织为骨干，各学校、村委
会、居委会、规模以上企业服务
网点为依托的慈善服务体系。

除了全民慈善的体系建
设，荥阳市政府加强宣传力度。

2009 年 9 月 11 日， 荥阳市将
原有的两个有线电视台之一改
为“慈善频道”，每天轮流播出
“慈善播报”、“榜样”、“公益访
谈”、“中华慈善五千年”等十三
个专栏节目，关注平民慈善。

同时， 荥阳慈善总会还创
办了《荥阳慈善报》，编写出版
了《荥阳慈善知识读本》 教育
书，免费发放到全市近 8 万名
中小学生手中， 并配备专职老
师给学生进行讲解教育。

“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
谋。”荥阳慈善总会会长张水旺
认为， 政府通过发挥强大的组
织和动员能力， 增强全社会慈
善意识，筹集更多慈善资金，帮
助更多困难群众， 是非常值得
倡导的事情。

做慈善就是做人， 做人就
是做慈善。 慈善精神在荥阳汇
聚、传递，人人行善事成为一股
潮流， 关于荥阳好人的故事不
胜枚举。

李春凤是荥阳贾峪镇石硼
村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 30年
来，李春凤自愿救助石硼村的残
疾人、智障人、重病人，长年累月
蹬着三轮车，到郑州等地收集旧
衣服，多达 2万多件。 这些旧衣
服经过修改、清洗后，分送到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手中。

像李春凤这样的“荥阳好人”
还有很多， 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
践行着慈善精神。“捐款捐物是慈
善，别人困难时助一臂之力，悲伤
时一句暖心之语，同样是慈善。只
要是带着爱心、带着善意的行动，
都是慈善。 ”时任荥阳市委常委、
副市长、 荥阳慈善总会名誉会长
的曹广琦如此评价。

2009 年 12 月， 荥阳市第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确定每年的 10 月 12 日为

“全民慈善日”， 旨在让全民慈

善活动走得更好。
3000 元、1 万元、100 万

元、1000 万元， 在 2010 年 10
月 12 日荥阳第一个“全民慈
善日”捐赠现场，一个个捐赠牌
举起， 现场献爱心的既有机关
单位，也有民营企业老板，还有
商贩、普通市民。

仅仅在慈善日一天，现场共
募集善款 13719864元，荥阳市
一日募集到如此多的善款，在河
南省的县级市中还是第一次，甚
至在省辖市也不多见。

一个城市的幸福来源于生
活其中的人的幸福， 当她的民
众普遍感到幸福的时候， 这个
城市就是一个幸福的城市。

“俺孙子从小就没了爹娘，
现在孩子有人管， 每月还有
700 块钱的生活费， 我们就是
走了也放心了！ ”14 岁的孤儿
小杰（化名）和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提到小杰未来的生活，小杰
的爷爷奶奶既欣慰又唏嘘。

从 2009 年 7 月起， 荥阳
市所有未成年孤儿均享受包含
生活、教育、医疗三方面每月最
低 700 元的补助，这个数字在
全国孤儿生活费中是最高的。

2009年 10月，时任国家民
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

司司长王振耀对荥阳孤儿的帮
扶工作给予赞扬：“目前，孤儿月
补助额全国能达到 600元的城
市就极少，荥阳是全国老大。 ”

除了每月 700 元的生活
补助，小杰还有了自己的“新父
母”。 荥阳市对孤儿建立“对口
帮扶”领导小组，这一创新，让
荥阳 226 名孤儿的生活发生
了彻底改变。 2011 年荥阳因

“同在蓝天下 快乐共成长”孤
儿帮扶项目获得“第六届中华
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幼有所依，老有所养”一直
是中国人追求的幸福生活，这一
切在荥阳已经实现。在荥阳五保
供养幸福园里， 一群 70多岁的
老人正在快乐的扭秧歌。这是老

人们熟悉的生活，每天如此。
老人们所在的幸福园，是

目前河南省首家、 也是全国较
大的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机构，
总投资近 5000 万元， 园民供
养资金和工作人员的工资、福
利及管理费用全部由政府承
担。目前，荥阳市的五保老人的
集中供养率达到 70%以上。

“荥阳提出全民慈善，创建
慈善城市， 根本目的是更广泛
地调动、整合和优化社会资源，
最大限度地为困难群体提供帮
助。 ”时任荥阳市委常委、副市
长、 荥阳慈善总会名誉会长的
曹广琦表示，“希望在荥阳形成
一个‘善’的磁场，最终使 ６5
万人民更加和谐、美满、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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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慈善
就找到了幸福

荥阳位于郑州以西 20 公里，作为河南省会郑州下辖县级市，荥阳
总面积 908 平方公里，人口 65 万。 荥阳的慈善文化底蕴深厚，自古以来
就有影响深远的“贤孝文化”，散尽家财、义助他人的“赵疯子”，代代传
颂其德义。

2009 年 8 月，荥阳市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全民慈善”理念，打造慈善
城市。 全民慈善活动开展以来， 荥阳全市各界纷纷响应， 已募集善款
3000 多万元，救助困难对象近万人次。

荥阳人用爱心诠释着慈善理念，用善举书写着慈善精神。 2010 年，
荥阳市全民慈善荣获“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是全国唯一
一个以县级市名义获得的奖项。

在荥阳人看来，慈善已经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提升着一个
城市的品质和内涵，正成为这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荥
阳

“诗歌之乡”、“阀门故里”、“机械之乡”、“象棋发源
地”， 荥阳这座有着 2200 多年历史的小城有着诸多历史
名片。 然而，慈善之城，无疑是荥阳最响亮的城市名片。

慈善就在身边 每天都有感人事迹

遍插红旗 908 平方公里上的 600 多个慈善基层组织

做慈善就是做人 30 年的爱心传承

老有所养 幼有所依

■ 本报记者 王烨

2011 年 3 月 16 日荥阳市一小为马文博捐款

2011 年 7 月 3 日瑞龙医院为孤儿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