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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未露面的“隐善者”们
� � 据浙江嘉兴海盐县人民

政府官方平台消息，嘉
兴市海盐县慈善总会工作人员
又收到 “金粟缘人 ”转账捐赠的
100 万元善款。

该会工作人员表示 ，“金粟
缘人”于 2015 年开始捐款 ，当年
11 月 3 日， 他给慈善总会来电，
详细询问总会的运作情况，随后
提出要捐 100 万元 ，帮助海盐的
困难群体，一捐就是 7 年。

连续 7 年的约定

“再三确认了姓名，我确定是
那份‘约定’又到账了。 ”2021年 1
月 4日下午， 海盐县慈善总会财
务负责人的手机发出一声短信提
醒音，化名为“金粟缘人”的捐款，
今年又到账了，整整 100万元。

财务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年一
二月份，“金粟缘人”都会捐款 100
万元，但今年比往常更早一点。

海盐县慈善总会工作人员表
示，虽然他们工作人员都没有见过
这位匿名捐款人， 甚至没有联系
过， 但大家对他都有着深厚的情
感。“因为他已经连续捐款 7年，而
且每年都很‘守时’，就像一位熟悉
的老朋友， 每年在寒冷的冬天，将

‘温暖’如期送达。 ”工作人员说。
收到捐款后第二天，财务负

责人着手准备开票事宜。 由于此
次捐款与往年一样，事前没有任
何沟通，因此，她只能从历年的
记录中寻找对方手机号等开票
信息，将电子发票尽快发送到了
对方手机中。 按照捐款初衷，这

笔善款也将用于当地助学助医
助困等公益项目。

据了解，“金粟缘人”从来没
露过面。 他匿名捐款，表彰从不
出席，采访总是婉拒。

有记者通过海盐县慈善总会
辗转联系上了“金粟缘人”本人，
他用一条短信谢绝了采访， 并留
下了一句话：“我只不过是做了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几年前，他
也曾通过短信婉拒当地媒体的采
访。 他说：“有能力的时候常做好
事，没能力的时候常存好心。 ”

“这几年，‘金粟缘人’先后
获得了 2016 年海盐慈善影响人
物、2018 年嘉兴市第五届慈善
奖、2019 年第六届‘浙江慈善奖’
等荣誉。 我们每次代领他的奖项
后都会寄过去，希望他能收到这
些属于他的荣誉。 ”海盐县慈善
总会秘书长告诉记者。

实际上， 要找到他也很容
易： 有电话号码， 有邮寄地址。

“但我们尊重他的匿名意愿，不
想过分打扰他。 ”

匿名捐款人“兰小草”

2002 年开始， 每年 11 月中
下旬，温州男子“兰小草”总会捐
出 2 万元。

他要实践一个“马拉松式”
的善举：连续捐款 33 年，每年 2
万元。

“兰小草”捐款很神秘，来去
匆匆，不留名，联系都是用公用
电话。 送来的袋子上的一行字格
外醒目：“祝天下善良的人们平

安幸福！ 农民的儿子兰小草。 ”
他曾荣获“温州改革开放三

十年十大慈善人物”“感动温州
十大人物”，不过都没现身。“兰
小草”说，他只想把辛苦挣来的
钱，捐献给那些急需帮助的孤儿
寡母。

“兰小草”是谁？ 没人知道他
的真实身份，但他留下的只言片
语，总让人觉得他身上有个动人
的故事： 每年 11 月 17 日，“兰小
草”都会捐款，每次都有一张自
制卡片，卡片左下角写上中文和
阿拉伯数字的“2”和“5”。

“顺其自然”匿名 20 多年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10
点 30 分左右， 宁波市慈善总会
工作人员收到邮局送来的 51 张
取款通知单（其中 9999 元 50 张、
50 元 1 张），合计 50 万元，取款

单上显示汇款人为“然其”。 这次
是“顺其自然”第 20 次捐款，已
累计捐款 1005 万元。

“顺其自然”的捐款有个习
惯，就是会把装有汇款收据的挂
号信和取款通知单一起寄给慈
善总会，19 年来都是如此。 几天
前，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就收到
过署名“然其”的 50 万元取款通
知单， 但是未见挂号信，28 日这
份顺其自然亲笔写的挂号信终
于“如约而至”。 加上这次收到的
49 万元，今年“顺其自然”的捐款
达到了 99 万元， 是捐款总额最
多的一年，而他累计捐款的总额
也达到了 1054 万元。

从 1999 年至今，“顺其自然”
在每年 11 至 12 月期间都会向市
慈善总会捐款，捐款数额从几万
元至几十万元不等，捐款数量呈
增多之势，之前最多一次为 2017
年的 96 万元。

被寻找 29 年的“李记”

1991 年 7 月，安庆石化总厂
收到安徽颍上县政府的一封感
谢信，信中称，安庆石化报社一
名叫“李记”的同志，在颍上县遭
遇特大洪水灾害时捐款 300 元。
在当时，300 元可不是一个小数
目，当厂里决定表彰“李记”时，
却发现根本没有“李记”这个人。

安庆石化公司先后通过报
社、电视、广播，包括到邮局、社
区多方了解情况， 都没有找到

“李记”。 当年年底，安庆石化评
选“讲奉献十件好事”，“李记”荣
登榜首， 但在颁奖典礼上，“李
记”并没有露面。

直到 2019年 3月 20日，安庆
石化 88岁的老工人许惠春因病去
世， 子女们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
发现了一沓厚厚的汇款单，而这些
汇款单的落款，正是“李记”。

汇款单总共 28 张，捐款总额
近 6 万元， 汇款单的署名都是
“李记”。

这些汇款单中最早的一笔是
1984年捐的 20元，最近的一笔是
2016 年向安庆民政局捐的 5000
元。当时老人刚刚出院回家，连走
路都不太方便。 在这些捐款中，
1993年捐出的两万元， 让老人的
子女们都很意外。 当年，厂里工人
的月平均工资只有不到两百块。

良善之举，人性之光。 不打
扰别人的善意，也是我们最大的
温柔。 向心怀善意的人致敬。

（据《人民日报》）

2002 年开始， 每年 11 月 17
日捐款 2 万元 ， 承诺要坚持到
2034 年。 多年来，没人知道他是
谁 ，只知道他叫 “兰小草 ”；他被
评为“温州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
慈善人物”“感动温州十大人物”
等 ，却永远缺席表彰大会 ；报纸
刊文报道，主角图片都是一张男
子黑色剪影。

如今，众人已经知晓他的身
份 ，48 岁的乡村医生王珏 ，2017
年 10 月 20 日因病去世。 他为什
么要隐姓埋名默默行善，是什么
让他拒绝登台接受表彰？

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王珏出身于医学世家， 是王
家的第七代传人。王家兄弟五个，
取名“璋、珏、琛、瑜、瓒”，皆是美
玉的意思，父亲王承钧希望儿子
们都具有如玉般的高洁品格。

五弟王瓒回忆，王珏从小话
少 ，内向 ，略木讷 ，外号 “老黑 ”，
当地土话憨厚的意思，但做事有
毅力，性格坚韧。

兄弟五人，最后只有王珏继承
了父亲的医术。 王瓒说：“也许这与
二哥的性格有关，能静下心来。 ”

农村里隔壁邻居间，少有两

家孩子没打过架的。 王瑜说：“我
们兄弟几个就没有。 ”

王瓒回忆道 ：“我小时候调
皮跟别人吵架 ，无论对错 ，都要
画个圆站在里面 2 个小时。 别人
拉我，我也不敢出来。 ”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父亲给了
五六岁的王瓒 5 元钱， 看他怎么
花，他买了把玩具火药枪乱打。 父
亲知道后， 让兄弟 5 个全部罚跪。
虽然是一人的过错， 但弟弟犯错，
说明哥哥没做好表率。

在儿子们眼中，王承钧是一
个传统的严父形象：“家教很严。
吃饭的时候， 爸爸没动筷子，我
们就不敢动。 ”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小时候，王珏跟着父亲在老
家元觉街道学习医术 ；1990 年 ，
他来到大门岛，在爷爷开的诊所
工作。

王珏不仅行医，有时候见人
贫苦除免费看病送药外，还做饭
给他们吃，送上回去的路费。

当地有所敬老院 ， 王珏 、侯
海平夫妇连续十几年端午节为
那里的数十位老人送粽子，中秋
节送月饼，过年过节发红包。

王珏的儿子王子震说：“爸爸
说我小时候生病， 下雨打雷的，是
老人们帮忙送我到医院的，知恩不
仅要图报，而且要厚报。 ”

在王瑜 、王瓒的眼中 ，二哥
行医赠药、送路费、给病人留饭，
都有着父亲和爷爷的影子。

王瑜说 ：“小时候父亲经常
要夜里出诊 ， 我们早已经习惯
了。 ”王瓒有时候去大门岛看望
爷爷 ，就经常见到爷爷 、王珏和
病人坐在同一桌吃饭。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

为什么是每年 11 月 17 日 ，
为什么是 2 万元 ， 为什么是 33
年？ 如今随着王珏的离去，留下
的只有家人的推测。 不过，不愿
透露姓名， 默默行善的原因，却
在一份《治家格言》中可窥一二。

2000 年， 王承钧根据儿子们
的性格特点，分别誊写了一份《治
家格言》。 王瑜展示给记者的这一
份，里面就写着“善欲人见，不是真
善”。 王瑜说：“爸爸一直教导我们，
做善事不留名，不要炫耀。 ”

王瓒说，二哥在父亲身边时间
最长，受他影响最深。王子震记得，
父亲随身带着针炙盒，发现有人中

暑就马上救治，治好了，转身就走，
不要报酬，不要留名。

小舅子侯海国对此理解最
深。 15 年来，每次捐款，几乎都由
侯海国送去，所以侯海国成了记
者们追踪 “兰小草 ”身份的突破
口。 有一年，侯海国与记者多说
了几句，透露了“兰小草”零星信
息 ，王珏看报纸发现后 ，惩罚侯
海国下年捐款不让他送。 侯海国
说：“姐夫只希望默默行善。 ”

家人们也是一次偶然情况
下 ，才得知 “兰小草 ”就是王珏 。
所以，在王珏希望家人不要透露
他身份的要求后，大家非常能理
解他 ，尊重他的决定 ，一致愿意
保守这个秘密。

近几年，王珏的诊所生意淡
了许多，一年的收入只有四五万
元 。 王子震说 ，公开父亲 “兰小
草 ”的身份 ，是怕有一天捐款突
然断了，担心大家误解“兰小草”
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

以身作则教子以义方

受父亲王承钧影响，王瑜也
一直热心公益。 王瑜的另一个身
份，是温州知名公益组织———温
州市慈慧公益志愿者协会的发

起人之一。 王瑜说，每当协会有
活动时，他都会带着自己的两个
孩子参加，从小教育他们热心公
益，积极行善。

每次协会活动，媒体对此的报
道，王瑜都会在朋友圈转发。 “这与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并不冲突，
我并非是想炫耀协会的功绩，而是
希望传播善的理念，引导更多人参
与公益事业。 ”王瑜说。

王珏对王子震并不严厉 ，注
重身教而不是言传 。 王子震记
得，有一次，他还小，在书店乱踢
瓶子玩。 “爸爸什么也没说，把瓶
子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过斑马
线时， 无论有没有车辆经过 ，别
人看没车走过去了，他一定要等
到绿灯才举步。

2017 年 7 月，亲戚送他去上
海看病，漏买 1 张汽车票。 王珏
得知后 ， 说一定要还钱给汽车
站。 “去汽车站的路费都比车票
贵。 ”王子震说，家人拗不过，后
来去还了 150 元的车票钱 。 “怕
我爸不信，还让车站写了收据。 ”

王子震说，现在自己也已长
大成人 ， 他会接过父亲的接力
棒， 以自己的方式投身公益 ，行
善社会。

（据《温州商报》）

解码“兰小草”：

隐善 15年背后，究竟有何原因

“兰小草”历年来捐款的收据和每年留下的“心愿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