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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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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航普度
cihangpudu

善行录
shanxinglu

他是近百位孤困老人心中的好“儿子”，他是百余个贫困孩子眼里的好“爸爸”，他叫余善伟，第八届全国道

德模范，一位立誓要用善心温暖人间的“中国好人”。

凡人善举
fanrenshanju

11月15日，湖北省黄梅县小
池镇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捐赠，黄梅
妙乐禅寺再次捐赠100万元，助力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小池镇的公益
建设，为乡村振兴事业出一份力。

捐赠仪式后，80余岁的妙乐
法师为特教机构小池弘博培智中心
的孩子们选购了衣物及日常用品，
并分发打包，委托其他法师送到孩
子们手中。

妙乐法师曾任中国佛教协会第
九届常务理事、十一届湖北省政协
委员，也是第八届中华慈善奖最具
爱心捐赠个人荣誉的获得者。妙乐
法师常说：“慈善亦是修行，是僧
人修持和弘法的方便法门。”多年
来，她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善
款逾亿元，捐建湖北黄梅小池文化
活动中心、学校、敬老院、孤儿
院；助养了十多名孤儿，为贫困地
区修桥铺路；每年定期走访慰问寺
院所在市（区）的多家敬老院……

每当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妙
乐法师往往不顾年事已高，都奔往
灾区实施赈灾救济，并积极参与各
地的灾后重建工作。多年来，地震
和水灾等救援和灾后重建的现场，
都有她忙碌的身影和大笔的爱心捐
赠。“修福培德不仅是灾难中的雪
中送炭，也包括平时的关怀生
命。”早在1998年，妙乐法师就为
下岗职工解决暂时困难献爱心送温
暖，捐资百万元。此后更是多年如

一日，向各项民生和公益慈善事业持
续捐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湖北疫
情最严峻的时刻，黄梅妙乐禅寺向黄
梅县慈善会共捐赠160万元用于支持
抗击疫情；捐款50万元，支持湖北
省佛教慈善基金会救助受疫情影响的
寺院和群众；为帮扶困难群众，妙乐
禅寺还向湖北省慈善总会共捐赠200
万元。随后又为助力复工复产、助销
农产品购买约300万元……

在妙乐法师看来，做慈善，践行
重要，教育也很重要。在日常生活
中，妙乐法师要求弟子们与党和政府
在政治上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平日里
她还带领弟子践行农禅并重的生活，
自劳自养，把节俭下来的钱用在社会
最需要的地方。

妙乐法师曾先后担任江西省九江
市政协常委、湖北省黄冈市政协常委
和湖北省政协委员。“担任政协委员
期间，关注民生是我履职的重中之
重。”妙乐长老说。多年来，她在助
学养老、扶贫助困、医疗卫生等方
面，积极建言献策，洒满爱心。

“我对祖国充满敬爱之情，希望
更多地承担一份义务，更多地为国为
民做一些事情。”妙乐法师说，慈善
是人与人真诚的关怀，是心与心无私
的奉献，“我们要不负使命，践行佛
教界公益慈善的责任担当，为助力扶
贫济困积极行善，奉献爱心。”

（王婵）

“慈善亦是修行”

本报讯 （记者 张原 李宁
馨）记者从天津市财政局获悉，从
2019年至2021年，天津市财政部
门累计投入资金1.4亿元，支持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惠及7000
余户（次）残疾儿童家庭。

按照天津市的规定，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年龄一般为7周岁以下，
部分项目的救助年龄可延长至17
岁。同时，取消对残疾儿童家庭经
济条件以及户籍条件的限制。在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标准方面，每人年
（次）救助标准划分为0.15万元至15
万元不等，涵盖白内障复明手术、植
入人工耳蜗、角膜移植手术，以及常
态化康复服务训练等项目。

同时，天津市严格规范定点康复
机构管理。2021年，财政部门会同
残联印发相关管理办法，制定了6类
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评估标准，并
对选择机构、服务内容、经费结算、
异地康复等进一步规范。

天津：三年投入1.4亿元助残疾儿童康复

“爸妈对不起，今年春节又不能
回去了……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
候，我可能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执勤，所以，在未来的日子，我可能
不能陪伴你们了……”

又是一年 11 月 9 日消防宣传
日，翻看着过去给父母写的信件，曾
庭民内心依旧澎湃不已。

他曾经是一名消防战士，服役于
广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广园西中队，这
是他写下的第11封遗书。

12年消防部队服役生涯，对曾
庭民而言，也是 12 年血与火的考
验。2005年成为班长后，已是老兵
的他跟前辈一样，开始在每年的年初
写下一封遗书。

“我所在的中队身处闹市，人流
密集，有广州火车站和数量众多的商
贸城，消防任务非常繁重，最多时一
天出警七八次，也遇到过很多非常危
险的时刻，万一牺牲了，也对父母有
个交代。”给父母留下一个交代，这
是曾庭民，也是很多消防战士写遗书
的原因。

服役12年，参与了多少救援行
动，曾庭民自己也记不清了。“最庆
幸的就是在自己最叛逆的时候，来到

了部队。”曾庭民说，在这里，他完
成了生命的蜕变。

2016年，曾庭民从消防部队退
役，见过太多灾难与痛苦的他，觉得
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在曾庭民看
来，不少人的消防意识和逃生能力都
很有限。很多本可避免的悲剧，总是
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印象中一最深的是有一次，一
家KTV发生火灾，起因是有人将空
气清新剂放在取暖机上引发爆炸。

“一位工作人员一直在试图用脚
踩的方式灭火，当时在他三米左右的
地方就有一个灭火器。”火越烧越
大，工作人员惊吓过度，转身逃离现
场，慌乱中也忘记了打火警电话。最
终，这场火灾导致多人伤亡。

“如果那个人稍微懂点消防知
识，知道如何使用灭火器，这个悲剧
就不会发生了。”每次谈起这样的悲
剧，曾庭民都痛心不已。

带着这样的理念，曾庭民决定创
建一个公益团队，致力于普及消防知
识和应急逃生训练，“人退役了，本
领不能退役。”

可是，用什么方式才能吸引更多
人参与呢？曾庭民想到了音乐。

早在2008年，他和几个爱好音
乐的战友就组成了一支乐队，闲暇之
余，他们一起在社区演出，也顺便宣
传消防常识。虽然乐队随着队员们愈
发繁忙早已解散，但有一件事让曾庭
民印象深刻。

有一次，广州市北京路附近的一
个家庭发生煤气泄漏，年仅7岁的女
儿见父母双双陷入昏迷，立即找来湿
毛巾捂住口鼻，并开窗通风向外界求
救，最终把父母救了回来。曾庭民后
来了解到，小女孩正是从他们乐队的
演出中学会的应对方法。

“为何不把乐队演出和消防宣传
相结合这种方式继续下去，来个全国
巡演？”曾庭民随即给分散在各地的
5 位队友打电话：“要吃苦，没工
资，你来不来？”没想到5位队友谁
都没犹豫，大家一拍即合，小人物消
防公益乐团即告成立。

曾庭民拿出全部40多万元退役
金，又借了20多万元，5位伙伴每
人拿出3万元，再加上各方爱心人士
的支持，总共筹集了近百万元。随
后，他们购置了一辆舞台车和物资
车，带着音响、架子鼓、吉他等，就
这样开始了全国巡演之路。

2017 年开始，两部车，六个人，
横跨全国18个省，行程4万多公里，从
社区到学校到偏远农村，共演出 87
场，线下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次。“我
们把音乐、游戏、互动、体验和消防安
全知识融为一体的多元模式，很多人觉
得新奇，非常愿意参与。”

由于巡演的开销很大，乐团又是公
益性质，长期下来，曾庭民入不敷出。
为了维持团队的正常运作，曾庭民成立
了“小人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社
会提供消防安全培训、应急安全培训以
及各类消防演习的策划和执行等。

虽然如此，因为团队参与的活动很
多都属公益性质，曾庭民的财务状况还
是入不敷出，不过，乐观积极的他并未
为此有过太多忧虑。

这些年，小人物乐团寓教于乐的独
特风格，不仅收获了大众的喜爱，也得
到了同行和相关部门的赞誉。曾庭民和
他的队友们还受邀参加各大卫视的综艺
节目及各种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11月9日是全国的消防宣传日，小
人物乐团也是愈发忙碌。“11月的活动
很早就排到了月底。”对于曾庭民来
说，消防早已经融进了他的血液，成为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的梦想，就是让每个家庭都
有一个‘消防员’。万一不幸发生，他
们有能力保护自己和家人。”曾庭民
说，这个梦想听上去很大、很难，但正
因为如此，它值得自己和队员们用一辈
子去追求。正如他在自己创作的歌曲
《人小物》中唱的那样：“我知道一步一
脚印才会幸运，这样的梦想，绽放一定
会是很美，很美……” （袁霖）

消防公益乐团：

“小人物”的大梦想

本报讯 （记者 郭帅） 11月
15日，字节跳动公益获得民政部
颁发的“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
捐信息平台”资质。字节跳动公益
平台于近日在抖音、今日头条、西
瓜视频等产品端正式上线，具有公
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可以在字节
跳动公益平台上发起募捐，用户可
以通过以上产品参与公益项目，高
效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字节跳动公益相关负责人表
示，推动科技普惠、丰富文化生活、
增进社会福祉、共创绿色未来，是字

节跳动重点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议
题。在此基础上，字节跳动进行了一些
公益项目实践，比如头条寻人、山货上
头条、益童乐园等；并捐赠成立了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
道救助基金、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字
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等。

未来，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将结合
产品的特点，通过优质公益内容的生
产、真实可信的公益反馈，持续激发
用户参与度，高效率连接公益信息与
社会资源，让更多人能够更加便捷地
参与公益。

字节跳动公益平台正式上线

本报讯（通讯员 宋伟明 刘
龙娇 记者 王有强）在河南省郑
州市中原区建设路街道辖区，近日
活跃着一支以区政协委员为主的志
愿者队伍。他们按照街道政协工委
的工作要求，身着志愿者“红马
甲”，主动参与人员引导、秩序维
护、信息扫码等疫情检测工作，成
了城市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

“身为一名企业委员，响应区
政协和街道工委的号召，带动身边
人支持核酸检测工作，在关键时刻
冲得上、打得胜，是我们履行社会

责任的很好的抓手。”潘景新委员
说。据了解，今年以来，中原区政协
将委员履职与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有机结合，积极征求政
协委员对民生实事的意见建议，发动
委 员 共 同 参 与 卫 生 城 市 治 理 、

“720”防汛减灾、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等急难险重工作，尤其是在今年郑
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樊欣、
李廷伟等委员主动响应号召，下沉街
道社区一线坚守，参与卡点值守及全
员核酸检测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政协委员的时代担当。

郑州：委员“红马甲”队伍成风景

“帮助他人会上瘾”

11月 5日晚，“圆梦中国 德耀
中华”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
式在北京举行，河南商城县志愿服
务联合会会长余善伟受邀参加颁奖
仪式，并荣获第八届全国助人为乐
模范称号。

彼时，商城县，很多孤寡老人准时
守在电视机前，静静地等待着。

“出来了出来了，快看，这个戴眼
镜的就是我儿子。”家住商城县鲇鱼山
街道十里头社区的黄德才已经70余
岁，虽然视力早已模糊，但他还是一眼
认出了屏幕中的余善伟。“善伟对俺们
比亲儿子还亲，昨天晚上我听说他去
北京领奖了，高兴得半宿都没睡着，这
个奖给他，应该！”老人骄傲地边说话
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商城县余集镇曾经的贫困户余耀
传当天晚上也同样守在电视机前。“时
间过得真快，搬进新家快4年喽。”余
耀传的家是一座绿树环绕的漂亮小
院，3间白墙蓝顶的水泥平房，独立的
厨房和卫生间，一应俱全的家具家庭，
很难想象他曾经日子的窘迫。“快70
岁了，能在这样的地方养老，做梦都是
乐醒的。”余耀传笑着说。

小院的对面，余耀传曾经住了几
十年的土坯房还在原地，屋内青苔遍
布，屋顶的瓦片已残破不堪，窗户上几
乎没有几块完整的玻璃。“以前俺们一
家三口就挤在这么一张小床上睡觉。”

令余耀传“做梦也想不到”的改变
始于2017年 9月。当时，老余结识了
余善伟，了解到老余家的实际情况，余
善伟将他家列入了自己的“扶贫济困
安居”计划，出资10万元为老余建起
了新房。那年12月 28日是老余乔迁
新居的日子。搬家那天，余善伟与几名
志愿者早早来帮忙，并在墙上钉上了

“幸福居”的牌子。
余善伟有一个梦想，就是倾力帮

助那些需要的人建造幸福居二号、三
号、四号……时至今日，他的梦想正在
慢慢实现。这些年，余善伟先后拿出
100多万元，在商城县多个村子为10
余户困难家庭建成了“幸福居”。

“帮助他人会上瘾，这个过程能让
人获得无限的力量，也会体会到其他
事上体会不到的幸福感。”提及刚刚到
北京领奖的经历，余善伟说，“我做的
只是一个平常人做的平常事，没想到
却受到如此大的礼遇。这是荣誉也是
鞭策，更坚定了我继续走在公益路上
的决心，同时希望靠自己的力量带动
更多人参与公益、爱上公益，让更多
人享受到幸福生活。”

“不能让孩子们再受同样的苦”

“太好了，余爸爸实至名归。”
“祝贺余爸爸。”……这两天，“华儒
之星”微信群格外热闹，受到“华
儒圆梦”项目资助的孩子们纷纷转

发点赞“余爸爸”获评全国道德模
范的消息。对这些孩子而言，余善
伟是可以无话不谈的亲人，而这些
孩子也一直是余善伟最牵挂的人。

今年以620分考取商城高中的残
疾学生汪艺是“华儒圆梦”公益项目
的第一批受助者。“余爸爸不仅生活
上帮助我，还经常鼓励我要自立自
强。将来我也想像他一样做公益，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汪艺说。

在汪艺的房间里有一个上锁的
抽屉，那里躺着一张她最珍视的贺
卡。那是她13岁生日那年，余善伟
送给她的，上面写道：“汪艺同学：
张海迪女士自强不息的精神也一直
在鼓舞着我。我认识了你，你积极
向上、乐观善良的影子时常在我脑
海里呈现。我为你骄傲，你是大别
山上那朵永远绽放美丽的杜鹃花!”

“余爸爸答应过我，将来一定会
带我去见海迪阿姨。”现在的汪艺，
脸上总是绽放着灿烂的笑容。旁人
很难想象，这样乐观自信的女孩曾
经历过怎样的阴霾。

“3岁的时候，一场车祸让汪艺
高位截瘫，腰以下从此没有知觉。
汪艺承受了太多同龄人无法体会的
苦，一直也不愿意和别人交流。家
里为治病欠下了大量外债，虽然知
道她喜欢上学，但当时我们也是心
有余而力不足。”汪艺的妈妈红了眼
圈说。

当余善伟了解到汪艺的家庭情
况之后，当即决定资助汪艺每月
400 元救助金，一直到她 18 岁成
人。从此以后，定期收到汪艺寄来
的奖状成了她和余善伟之间的小默
契。

“没能圆大学梦一直是我的遗
憾。这些年看到孩子们纷纷进了大
学校园，就像自己圆了大学梦一样
高兴。”余善伟1974年出生于一个

小山村，在求学的日子里，虽然条
件艰苦了些，但是余善伟一家五兄
妹勤劳节俭，生活还算过得去。可
就在他踌躇满志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的时候，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去世了。
本就家境窘迫，母亲一个人实在无力
负担五兄妹的学业和生活。

余善伟不得不放弃大学梦，远走
他乡，外出打工。“吃盒饭、睡地
铺，风餐露宿的日子没少挨过。”再
想起过往的种种不易，余善伟早已释
怀，他说，“最后创业小有成就选择
回到家乡做公益，就是希望这一代的
孩子，不再吃我们那时候受的苦，能
有更多的机会，心无旁骛地去奋斗。”

余善伟告诉记者，自2015年8月
启动“华儒圆梦·关爱孤贫少儿公益项
目”以来，目前已对60名孤贫儿童每
月给予 400 元生活费资助，直到 18
岁。近年来，该公益项目还启动了“华
儒圆梦·你我同行”菁英励志奖，捐助
百万元奖励优秀校长、优秀教师和优
秀学子，资助“华儒之星”52名，每人
每月发放600元至1000元直至大学
毕业。2014年至今累计一次性资助贫
困大学生、研究生等269人，此项资助
金额200余万元。

每年过小年，是孩子们和“余爸
爸”固定的团圆日，“余爸爸”总会
带上米面油、衣服和学习用品，与孩
子们一起过节。平时，余善伟也会一
有时间就到孩子们家里去看看，问问
他们需要哪些帮助。

2018年，因为“华儒圆梦”关
爱孤贫少儿和贫困大学生助学项
目，余善伟入围“全国优秀志愿
者”。“每天一睁眼，想到我还有
100多个孩子要养，我就浑身充满
了能量，这也督促我自己更加自
律、更有责任感，不断提升自己的
品德和修养。”余善伟深信“上善若
水，厚德载物”的道理。

公益初心从未改变

余善伟家院子正对大门的位置有面
屏风墙，前面写满了“善”字，墙背面是密
密麻麻满满的“福”字。

“我经常跟孩子们说，每个人都想追
求幸福，但只有先做一个善良的人，才能
获得更多的幸福。”也正是这个朴素的信
念一直支撑着余善伟在践行公益的道路
上前行不辍。

2019年5月，商城县志愿服务联合
会成立。作为发起人，余善伟成了创会会
长。上任第一件事，他就启动了“每年慰
问100名贫困老党员、100名贫困下岗
工人、100 名孤寡老人、100 名留守儿
童，打扫100条背街小巷”的“五个一百”
志愿服务项目。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带动
下，如今，商城县在册志愿者已近7万
人，建立各类志愿服务站(点)166个，成
立志愿服务队531支，累计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2万余场次，服务群众40余万人
次。争当志愿者，争穿“红马甲”，已成为
商城县的“新时尚”。

作为县人大代表，余善伟在一次调
研中了解到，县城学校布局无法满足发
展的速度，很多孩子面临就学难的问题，
他当即无偿捐资1400万元，支持县城两
所学校迁址新建，如今孩子们已经如愿
在崭新的教室中开始了学习生活。

为了让县城环卫工人早上吃上热乎
饭，经他多方协调，去年5月，商城县环
卫工人免费早餐点在闹市揭牌，很快获
得各方资助，短短一年间，就提供免费早
餐1.69万人次。

这些年，余善伟先后荣获“第十一届
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中国好人”

“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谈到未来，余善伟告诉记者，他的

初心从未改变，那就是“行善是一辈子
的事，一辈子当好人，做好事”。

“行善是一辈子的事”
本报记者 郭 帅

公益活
动中，余善
伟为孩子辅
导作业。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