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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
福耀集团董事长，河仁慈善基金会创会

人、第一理事长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同时也是河仁

慈善基金会创会人、第一理事长。 2022 年 5
月，由基金会捐资 2 亿股福耀玻璃股票变现
所对应的 100 亿元举办的福耀科技大学（暂
名）校园正式动工，并于 11 月举行校园首栋
大楼封顶仪式，探索出社会力量参与创办大
学的新路径。

●陈一丹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武汉学院

及一丹奖创办人
2022 年 12 月 ， 陈一丹获颁第 17 届

2022 爱心奖。 多年来，他持续关注教育和公
益事业。 2009 年起， 陆续投入 20 亿元人民
币，以“办学不取回报”的方式捐资创办武汉
学院，开启中国内地非营利民办公益大学先
河；2016 年，捐资 25 亿港币设立全球教育奖
项“一丹奖”；2018 年，捐赠腾讯股票成立慈
善信托，市值逾 40 亿港币，推动教育发展。

●陈翀
国强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在陈翀的带领下，国强公益基金会坚持

爱党爱国家的底色，聚焦教育、乡村、农业等
领域，设立社会企业反哺公益，探索可持续
发展模式；建设三产融合综合体 、现代都市
农业示范基地， 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搭
建公益共同体，为建设农业强国和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贡献力量。

●蔡磊
京东集团原副总裁、 渐愈互助之

家创始人
除企业家身份外， 蔡磊还是一名

渐冻症患者及罕见病药物研发推动
者。 他发起成立了医疗科技公司和“渐
愈互助之家” 数据库平台， 推动了 10
余条治疗药物管线的建立。 2022 年，蔡
磊开始推进人脑和脊髓组织计划，宣布将捐
出自己的脑组织和脊髓组织供科研使用。他
同时也号召更多渐冻症患者参与进来，为攻
克渐冻症做出贡献。

●党彦宝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黄河之畔 ，贺兰山下 ，初心如

磐的他 ，以爱之名 ，笃行教育助学
11 年，信守承诺，扶济苍生，坚定不
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莘莘学子
终将成才。 聚沙成塔， 汇川成
海 ，2022 年捐资 6 亿元 ， 资助
14.25 万 名 学 生 ， 累 计 捐 资
33.03 亿元， 让 30.17 万名青年
学子圆梦大学，用知识之伟力，
改变人生与家国命运。 善心善
行如星夜灯火，照亮他人；
一腔赤诚如春日好雨，
润泽万物。爱与善
的故事，已铭刻于
大地山川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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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楷模 恪守职责
公益路上少不了奋斗在一线的先

锋人物， 少不了感动大众的慈善模范。
在艰难的时刻，他们的恪守职责和日复
一日，才使得一个个高大的公益计划清
晰具象，才使得一段段慈善佳话被世人
流传。

2022 年 5 月 4 日，新一届“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公布，哈尔滨师范大
学学生刘羲檬名列其中。

来自单亲家庭的刘羲檬，3 岁开始
学着照顾瘫痪的母亲吃饭，4 岁自己上
幼儿园，5 岁学会煮粥、做面条，10 岁学
会中医按摩，2019 年带着母亲一起上
大学。刘羲檬 19 年如一日地照顾母亲，
生动行动诠释了“百善孝为先，百行德
为首”，用自己的坚韧不拔、自强不息、

顽强拼搏感染了很多青年人，她说：“真
正的强者，不是流泪的人，而是含泪奔
跑的人。 ”

2022 年 9 月 29 日， 全球最大教育
单项奖一丹奖揭晓，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朱永新获一丹教育发展奖。

2000 年， 朱永新发起“新教育实
验”，探索素质教育的路径。 20 多年来，
“新教育实验” 惠及全国 8300 多所实验
学校，800 多万名教师和学生参与实验，
其中超过半数来自农村及偏远地区。

谈起自己恪守的这份职责，朱永新
将根源溯至其父亲，曾经的一名乡村小
学校长。“父亲曾经荣获全国优秀教师
称号，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他的一言
一行，把教育理想注入我的生命之中。”

他说。
面对荣誉， 刘羲檬说要以“五四精

神”为激励，牢记所有帮助过她的人，努
力回报社会， 将爱心传递下去； 面对
3000 万港元奖金，朱永新则决定悉数捐
出，建立“新教师”专项基金，推进教师成
长计划。

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继续自己的人
生使命，传递信念，激励他人。 2022 年，
做出同样选择的人还有很多。

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会
长初雯雯于北京取得硕士学位后，毅然
回到阿勒泰，以野生动物保护为终生事
业， 零下 40 摄氏度严寒中进行河狸种
群调查，在涵水能力极差的乌伦古河沿
线开展造林壮举，“志不求易者成，事不

避难者进”，她说，同样从事野生动植物
科研与保护工作的父亲是她如此选择
的原因；曾经多次打破世界纪录的残奥
冠军贾君婷仙，6 年前挥泪告别体坛，
选择成为一名特教老师，为视障群体鼓
与呼， 并且以全部积蓄为 30 余位残障
人士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她说，拿奥运
冠军是为了完成母亲的梦想，而选择站
上“三尺讲台”无疑是传递残障人士逆
境成功的亲身经验；张裕是湖北顺丰武
汉唐家墩营业点的一名普通“快递小
哥”， 一次揽件途中遇到的一场居民楼
火灾让他一夜成名，张裕徒手爬楼救下
一家三口的视频让全国人民为之点赞，
而他的这个瞬间决定则来自于其退役
军人身份的底色。

无名英雄 笃守初心
在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之外， 在一则

则热搜的新闻之余，2022 年， 我们更多
地目睹、 见证的是身边无数的“平民英
雄”，以及将公益及志愿精神融入到生活
点滴中的平凡百姓。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胜
利举办，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在这个冬天
向世界展示了强国的精神风貌，北京冬
奥组委和无数付出心血的劳作者也一
道打造了有史以来第一届“碳中和”的
奥运会。

2022 年， 新冠疫情依然久未消散，
地震水灾时有发生，然而邻里互助，国人
相守，慷慨解囊，余药分享，危难时刻相
互搀扶，共渡难关。

2022年，我们需要铭记的还有：泸定
地震中，为下游更多人安危打开泄洪闸，

却堵上自己逃生之路的四川省甘孜州湾
东水电站工作人员； 为打通地震灾区救
援通道， 在半山腰上危险作业的四川路
桥集团的操作员们；重庆山火暴发后，迎
着 40 多摄氏度高温向火场运送物资的
“摩托骑士”； 奋斗在 160 个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的工作者、 志愿者、 公益
人；抗疫期间，随时听候召唤奔赴其他省
市的医务工作者；酷暑严寒中，疫情威胁
之下，保证城市居民生活运转的“外卖骑
手”；依然在世的抗战老兵、志愿军老兵
以及寻访他们足迹的民间队伍； 在城市
社区中，为老年人普及反诈知识，讲解手
机使用方法的“蓝马甲”们；在乡村课堂
上，为下一代开拓眼界，努力弥补城乡教
育鸿沟的教师和支教者； 与互联网厂商
一道，为 1700 万视障人士扫除信息藩篱

的残障工程师；四处奔波，为天价药品纳
入医保而攻坚的罕见病友群体及“砍价
专家”；义利合一，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
低价或免费服务的爱心商家； 在三江源
头，清理青藏高原腹地垃圾，保护藏羚羊
等珍稀物种，维护“地球第三极”生态平
衡的志愿者和当地牧民； 在广袤的海岸

线下，为拯救珊瑚，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而潜至海底的“阿凡达”们……

还有，你和我，每一个心怀善意、将
公益融入生活的普通人，正是一个又一
个无名英雄和平凡公益人，才让一个善
意中国在新时代下向我们款款走来。

（高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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