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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就得，唔得翻顺德！（行就行，不行回顺德！）’———二十多年前，时任广州市市长
的黎子流在改善民生问题时，霸气立下‘军令状’。这句话因此传颂一时，成了一句朗朗
上口的金句。 而和他的广府口音一样出名的，还有他退休后的生活。

白衬衫、红背心的搭配，生活从简的黎子流退休后将生活填满了三件事：研究探索
科技农业的发展之路、社会扶贫教育以及振兴广东粤剧。其中，他对慈善事业是数十年
如一日地支持，无论是退休前还是退休后，慈善一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很少人知道， 黎子流于 1998 年至 2002 年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2002 年起任
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广州市慈善会名誉主席，这位低调的老人，同时还是广州慈
善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 苏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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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流：为善不忘初心

为政：
社会的力量同样重要

1932 年，黎子流出生在顺德
一个农民的家庭，在学校读书没
多久便下农田中干活。

对于贫困，黎子流早早便有
了深刻的感受。 他曾回忆道，“小
时候家里穷， 父母养不起六姐
弟， 最后就卖剩我一个儿子，什
么繁重的农活没干过？ 到现在家
族里还有很多人靠种地吃饭，我
知道他们的辛苦。 ”

19 岁， 黎子流从顺德县大
洲乡土改队员做起， 一步步成
长。 1990 年，黎子流被任命为广
州市副市长、代市长。如今，提到
老市长黎子流，不少广州人想到
的便是“接地气”“实干”。作为土
生土长的广府人，黎子流说话带
着广府口音，而他直率而朴实的
话语也给广州留下了许多的集
体记忆。

初为广州谋发展时，黎子流
说，“当时广州人口有七八百万，
困难很多，矛盾也不少，听得我
头脑发晕”。 在千头万绪中，他找
到一个最主要的矛盾，就是民生
用电，并要求一年之内解决。

“如果这个没解决，我自动
返顺德”，黎子流解释，因为这个
缘故才有了流传至今的“得就
得，唔得返顺德”。 此后，他提出
了要把广州市建成国际大都市
的构想， 并付诸改革开放的实
践。 此外，诸如“多做少说，只做
不说，做了再说”“遇见红灯绕道
走”……不少出自他口的金句成
了一时的流行语， 而他“实在”

“做实事” 的形象也得到越来越
多人的肯定。

不过，要让这片土地上的人

生活更美好， 在黎子流看来，社
会的力量同样重要。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黎子
流便开始了慈善的实践。 1983 年
到 1989 年在江门市任市委书记
期间，他鼓励海外华侨为江门捐
资办学，兴办公益事业。 彼时，黎
子流强调说，使用华侨的钱要本
着尊重华侨的原则，必须做到账
目清楚。 在那 6 年中，华侨在江
门的捐赠超过 25 亿元。

自 1994 年开始， 黎子流更
是积极推动探索广州慈善社会
化筹款模式。 那一年，黎子流积
极支持成立广州市慈善会。而广
州市慈善会成立大会和首届广
州市慈善演唱会新闻发布会同
年在花园酒店举行，意味着广州
解放以来登记成立的第一个公
益慈善社会团体正式登上历史
的舞台。

自成立之日起，广州市慈善
会便秉承“扶贫济困，见难相助”
的宗旨， 倡导慈善为民理念，广
泛动员社会力量筹集慈善资金，
逐步建立起涵盖赈灾、 扶贫、赠
医、助学、恤孤、安老等多个领域
的救助服务体系。

时任广州市市长的黎子流
除了为广州市慈善会题词“慈善
事业靠社会”外，还为了筹集善
款而到处奔走游说、发动。 据悉，
在广州市慈善会正式成立前一
天晚上，首届广州市慈善演唱会
在天河体育馆举行，吸引了 7000
多名群众观看演出，现场共筹集
善款 1000 多万元。

退休：
有干不完的慈善事儿

1996 年 8 月，黎子流年已 64
岁， 在做完肝胆手术后正式退

休。 退休之后，黎子流又给自己
的生活填满了好几件事，为此奔
走。 例如，他组织了科技农业生
态试验农场，为农业与高科技的
结合探索一条新路，树立了一个
示范基地。

而除了农业，黎子流在慈善
领域开始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
黎子流 1997 年任中华慈善总会
副会长、2002 年任中华慈善总会
荣誉副会长。 黎子流担任中华慈
善总会副会长的那些年，只要是
重大慈善项目、 救灾救济工作，
无一例外地积极参与。

新华社广州记者站原站长
田炳信在一本书中写道：“黎子
流凭着一脸顺德人特有的豪爽、
韧劲和坦诚， 很快征服了有品
位、有文化、有档次的人士。 ”

1998 年夏秋之交，中华慈善
总会发起“抗洪救灾”紧急行动
之初，接收的最大一笔捐款 1000
万元就是黎子流帮助联系的。 在
许多同行看来，黎子流不但能对
项目的慈善募捐与救助提出很
好的建议与意见，而且直接参与
募捐，经他介绍、联络的港澳台
及广州的企业、爱心人士的捐赠
有许多。

而除了直接参与慈善事业
外， 黎子流也有自己的生活爱
好。 出生在享有“曲艺之乡”的顺
德，黎子流从小耳濡目染粤剧文
化，一退休就成立“广州振兴粤
剧基金会”， 为振兴粤剧四处组
织基金和培训人才。

在他看来，粤剧式微，恰恰
就需要自己推动粤剧改革，让粤
剧重回舞台，走向青年。 此外，他
还将粤剧与慈善结合了起来。 黎
子流回忆道， 自己有着不错的
“票房号召力”，“我一开唱就有
钱入袋啊（能筹款）。 ”黎子流还
记得，在一场为特困单亲家庭举
办的义演上， 自己唱了粤剧 10
分钟，就筹了 200 多万元，成了
自己参与扶贫助困的最大筹码，

“只要钱不进我的腰包， 能帮别
人，多多益善啊。 ”

而黎子流在退休后最看重
的工作之一，还有珠玑巷后裔海
外联谊会会长。 据悉，珠玑巷始
建于南宋，是中原先民南拓进入
广东的中转站，目前在海内外的
后裔有 5000 万， 每年都有 30 多
万人回来寻根问祖。 担任珠玑巷
后裔海外联谊会会长 20 年，黎
子流组织捐赠接近 4 亿元，捐资
办学，兴建学校、幼儿园、敬老院
等，设立“珠玑文化教育慈善专

项基金”， 长期资助广府贫困青
年读技校和慰问失独困难家庭。
黎子流说，“异姓一家， 同舟共
济，务实包容”是他引以为傲的
珠玑巷人的品质。

生活：
一贯节俭 慷慨捐赠

2002 年 10 月， 经过一个多
月试业后，广州市慈善医院正式
开业，《广州市慈善医院关于城
镇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
试行办法》同时颁布施行。 广州
市慈善医院的正式落成开业不
仅意味着开启了民间捐资兴建
医院的先河，还探索出诸如医养
结合居家养老、未病初筛助康等
惠民行动的实施。 而过去大病致
穷、贫困无钱治的状况也在广州
众多爱心支持之下迎来了改变。

时任广州市慈善会秘书长
卢贝拉说， 兴建该院的 1.4 亿元
资金中， 除财政拨款 4000 万元
开办费外，剩余 1 亿元全部来自
民间，“上至市委书记，下至平民
百姓，慈善医院是几十万人的爱
心凝聚而成。 ”而广州慈善医院
从 1996 年酝酿、筹建，到 2002 年
建立，黎子流从为慈善医院建立
的筹款到慈善医院健康发展的
大政方针制定出了不少力 。
谈到来自民间的捐款，卢贝拉特
别介绍到黎子流。 原来，从广州
市慈善医院筹建开始，每年黎子
流都要从自己的工资或积蓄中
拿出一部分专项捐给慈善医院。

对于一个退休干部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黎子流
生活一贯节俭， 但对慈善事业
的捐赠却十分慷慨。 多年来，黎
子流为慈善事业的捐赠一直没
有停止过， 也不仅限于为慈善
医院的捐赠。

2004 年，广州市慈善会成立
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慈善会组
织“慈善筹款义卖活动”，黎子流
捐献了自己珍藏的一幅京剧脸
谱， 将拍出的 15 万元全部捐给
广州市慈善会。

2013 年 8 月 24 日， 为支援
受灾的潮汕百姓， 已经 81 岁的
黎子流在广州市白马服装市场
的募捐现场带头捐款。 同年 9 月
7 日， 为帮助粤北等重点贫困地
区发展公益事业，广州市举行慈
善义卖活动，黎子流捐献出自己
珍藏多年的作品《小虎》，竞拍得
全场最高单价 50 万元人民币，
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

此外，黎子流还支持参与了
广州慈善演唱会和“慈善之光”
文艺晚会， 为慈善医院建设、扶
贫济困等筹集善款。 无论是广州
市慈善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
的筹款义卖，还是支援救灾的募
捐现场，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心声：
人人为慈善，慈善为人人

自 2004 年开始，黎子流提出
了“善心人打球，特困者受惠”的
口号，筹划开展和参与十五届广
州市慈善杯高尔夫球赛活动，共
筹集善款逾 2500 万元。 每年一
届的慈善杯高尔夫球赛已成为
广州高协的品牌项目，为广州高
协及高尔夫运动树立起积极正
面的形象。

黎子流说：“大会把我评为
2018 年特别致敬慈善人物，感到
非常光荣，也有很多感受。 退休
21 年来，我也力所能及地做应该
做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 感谢大
家对我的信任，但我觉得自己只
是沧海一粟， 做了自己应该做、
可以做的事。 ”

在黎子流看来，21 年走过
来，“我很多方面都做过应该做
的慈善工作，包括助学，扶贫，助
教，建立慈善医院，出了绵薄之
力， 但比自己更好的人还有很
多。 ”积沙成丘，积水成海，汇聚
起来的大爱是充满力量的。

黎子流表示， 广州要创建慈
善之城， 人人为慈善， 慈善为人
人， 让广大市民的爱心一点点积
聚起来，这样很好。自己虽然年纪
偏大，但只要力所能及，都会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 也希望大家一同
努力，一起献爱心，一起做慈善事
业。如果大家都能动员起来，广州
慈善之城便充满了希望。“善为至
宝，一生受之不尽；心作良田，百
世耕之有余。 ”他说。

对黎子流来说，做慈善并不
是富商巨贾或达官贵人的特权，
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都有所奉
献的生活习惯。 从上世纪 80 年
代直到今天，他的社会身份不断
转变， 不变的却是一颗赤子之
心，将近大半个人生都在践行着
慈善人人皆可为，扶贫济困的理
念。 对广州来说，黎子流是这座
城市这几十年来慈善风气的一
个缩影和脚注， 在这样的背景
下，无数细小而美好的爱心力量
汇集一处，给这片土地构建出更
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