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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尽的大好河山
品不完的浓浓深情
“大好河山”让老年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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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服务更加品质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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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面看，位于铭功路上的华润大厦就像众多高档写字楼一
样，其实在大楼内有一场文化盛宴正在上演。豫剧，曲剧，小品，杂
技、魔术等各种艺术门类轮番上阵。就连平常难得一见的名家名角
也会经常来现场把自己的名段名曲奉献给台下的观众。据了解，在
每个周二和周六，这里都会上演各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其实
这只是大好河山日常文艺活动中最普通的一场，而每年在全国多
个城市，众多知名老艺术家参与演出，专为老龄朋友主办的大型
公益晚会高达几十场。不久前，在郑州河南省艺术中心上演的那
场公益活动更是让不少老人久久沉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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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河山四周年公益晚会
——在河南艺术中心隆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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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一首由大好河山集团董事长黄国林创作，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唱的歌曲
“大好河山耀中华”刚一响起旋律，立即就引爆了河南艺术中心全场的气氛。随着晚会的进
行，高潮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在这场公益晚会上，不仅李谷一来了，而且阎维文、杨洪基、王
馥荔、佟铁鑫、姜嘉锵、柳兰芳、孟祥礼、汪奎珍、刘秉义、白军选、朱宝光、戴月琴、魏松、马子
跃、翟全芳、杨淑红、吉米等艺术家们也都在当天来到郑州进行了友情出演。当天下午，在
这场盛况空前的公益晚会上，主持阵容也堪称豪华，由著名主持人海霞、张泽群、赵宝乐以
及桑晨担纲主持。大好河山集团董事长黄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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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松 朱宝光、戴月琴 白军选 海霞、张泽群、桑晨、赵保乐王馥荔

温馨温情 令人动容

“走亲旅游扬天下，大好河山
耀中华”暨“走亲式”旅游养老走进
河南四周年庆典公益晚会，上千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老龄朋友应邀出
席，相聚在大好河山，见证盛况，共
同度过一段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光。

此次公益晚会的策划及出品
人——大好河山董事长黄国林在
致辞中表示：“中原民风朴实，河南
人热情好客，‘走亲访友’这个词就
来自河南，于是大好河山就创新出
一个理念：‘走亲式’旅游养老。”黄
国林总结了创办大好河山8年多
来旅游养老事业发展的历程和取
得的丰硕成果，“一路走来，留下许
多生动感人的故事，‘走亲式’旅游
养老理念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大好
河山人用一片赤子之心和智慧，给
众多老人带来了幸福生活，大好河
山是老人们的幸福港湾，大好河山
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本次晚会是大好河山近期在
全国举办的公益晚会中的一场，此
外，在南京也为老龄朋友打造了一
场更高规模的专属晚会。

晚会开始 即掀高潮

晚会一开始，由河南省歌舞团
带来的开场舞《盛世欢歌》将现场
的气氛点燃，主持人海霞、张泽群、
赵宝乐、桑晨一出场就以地道的河
南话问候，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
容”，伴随着大家熟悉的音乐《夕阳
红》，男中音歌唱家佟铁鑫带领着

全场观众唱了起来。
74岁的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

紧接着亮相，把现场的氛围带上了
新的高潮。她不仅带来了大家耳
熟能详的歌曲《乡恋》《我和我的祖
国》，还与自己的学生、青年歌唱家
黄训国一起演绎了花鼓戏《刘海砍
樵》选段，让现场温情温馨的气氛
更为浓厚。

“幸福连接千万家，重拾青春
绽芳华，游出美好人生路，安享天
伦度晚霞，走亲旅游扬天下，大好
河山耀中华。”在晚会现场，女高音
歌唱家李谷一采用民歌唱腔演绎
了这首《大好河山耀中华》，这是由
大好河山董事长黄国林创作的歌
曲之一。

豫剧名家孟祥礼、汪荃珍演唱
了由83岁豫剧作曲家朱超伦全新
作曲的新版本，接地气的旋律，听
一次就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因为对养老事业的深情热爱，
同时是一位热衷于歌词创作的企
业家，一有空闲，董事长黄国林就
将自己对养老事业的感悟创作成
文艺作品。早在前几年由他创作
的一首《带着父母去旅行》，经由男
高音歌唱家刘和刚演唱，后来在老
龄朋友中火热传播。

深情演唱 感动全场

晚会邀请的都是老龄朋友喜
欢的艺术家，每一位登台都引发阵
阵欢呼。

女高音歌唱家耿莲凤演唱了
《谁不说俺家乡好》、男低音歌唱家
马子跃演唱了《驼铃》、表演艺术家

王馥荔也登台演唱了《双脚踏着幸
福路》，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就引来
观众一片掌声。

京剧名家朱宝光不仅带来精
彩的表演，还送来了自己创作的墨
宝。评剧名家戴月琴一曲《花为
媒》选段、男高音歌唱家魏松《跟你
走》、青年歌唱家翟全芳《美丽的心
情》，一次次掀起了全场上千位老
龄朋友大合唱。

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为大家
带来熟悉的歌曲《滚滚长江东逝
水》，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我为祖
国献石油》，豫剧名家柳兰芳、白军
选、孟祥礼、汪荃珍陆续登台，博得
了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还有不少
铁粉戏迷打开手机录下这些名家
的现场音频。

男高音歌唱家姜嘉锵带来了
古典诗词吟唱，外籍歌手吉米现场
演绎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最后压轴出场的男高音歌唱
家阎维文，歌曲《母亲》和《小白
杨》，再次引发全场共鸣，很多观众
一边用手机拍照一边跟着唱，在唱
歌间隙，阎维文将祝福也带到现
场，得到了老龄朋友的热烈响应。

关爱老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
任，让老人晚年生活幸福得像花儿
一样，是黄国林创办大好河山的愿
望。晚会在一片欢呼声中圆满落
幕。无论是带领老年朋友旅游养
老，还是邀请老艺术家演出，黄
国林和他的大好河山都同样给人
暖暖的情谊。这是一个企业品牌
的公益情怀，是一个企业的发展理
念和不懈追求，是永不落幕的精彩
片断。

让文化更加融入群众

在大好河山的公益文化活动
现场，老艺术家和退休的老同志们
坐在一起互问候、话友情，畅想未
来美好生活，共同度过了一段开心
快乐、温馨难忘的幸福时光。

敬老爱老是中国传统美德，更
是大好河山一贯秉持的道德信
仰。大好河山大型公益晚会以及
每周两场文艺演出活动，不仅丰富
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展
现出郑州老年人良好的精神状态，
还为老人搭建了一个相互沟通的
平台，让老年人真切感受到生活的
温馨与快乐，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享受快乐、健康
的晚年生活。

大好河山一家亲，相亲相爱一
家人。经常参加大好河山文艺活
动的老艺术家、明星、嘉宾和观众，
他们因“走亲式”旅游而与大好河
山结缘。常年跟随大好河山旅游
度假，欣赏大自然美景，呼吸天然
氧吧，领略田园风光，饱览祖国的
大好河山，他们找回了快乐，激活
了青春。他们深切感受到大好河
山给自己晚年生活带来的巨大变
化，不再寂寞和孤独，对未来生活
充满信心和希望。

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有爱心有
情义的大好河山，也让大好河山的
舞台成为众多艺术家喜爱的舞台
之一，一大批重量级的艺术家不计
报酬义务演出，他们出现在大好河
山全国各地的公益晚会上，为了让
更多的老人有机会面对面看到自
己的偶像。

结合多年的大型活动经验，大
好河山在未来将会带领更多的老
年人在旅游养老、文化养老上
走得更远、让老年生活更加
多姿多彩。

“把企业做大做强就是做最
大的善事，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把养老事业办好，能让老年人都
过上好日子，为千万老人谋福
祉，是我创办大好河山的初衷，
也是最大的心愿。”大好河山董事
长黄国林如此坦言。

无论是经常参加大好河山文
艺活动的老艺术家，还是跟随大
好河山旅游度假的老年朋友，对

黄国林都拥有相当高的评价，
在他们的心中，这是一位带

给他们晚年幸福生活的好
人。

给老人带来幸
福生活，帮老人完

成心愿的黄国
林也成为众

多 老 人 心
中 的 偶

像，只
要

是黄国林出现的场合，总能看见
老年朋友围着他，表达感谢或合
影留念。

当你在大好河山各种现场看
到一位中年人，举着手机和大家
一样拍照留念的时候，或许他就
是黄国林，这个一手创办大好河
山的人。

黄国林有句格言：“我一生不
求得到什么，只想为千万老人谋
福祉，让更多老人过上好日子。”
和他相交甚厚的人都知道，这句
话是发自肺腑的。黄国林为人朴
实善良，每个月给老人操办集体
生日会都亲自到场，每次跟团都
与老人同吃、同游，亲自讲解，为
游客拍照。很多第一次见到他的
老人，开始都会把他当成普通的
随团服务人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黄国
林在员工和客户心目中享有很高
的声誉和威望，用他的真诚和品
格赢得信赖，用自己的亲身感受
去发现不足，思考产品和服务完
善的方向。

让公益更加长久化

扶贫带动企业成长，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是大好河山多年来信奉
的理念。10月11日，黄国林代表
大好河山集团支援邢台市新河县
脱贫攻坚，在新河县中医院的活动
现场，黄国林决定出资200万元助
力新河县脱贫，这笔款项将用于新河
县中医院采购手术室设备和农村危
住房改造。

在很多人的眼里，黄国林就是
一个拥有爱心、热心公益事业的
人。多年来，他先后资助80多名贫
困大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顺
利走向社会；曾为正阳县医院捐赠
4辆救护车；他还向家乡教育基金
会捐助10万元，用于奖励教学突出
的老师和成绩优秀的学生。

公益事业是大好河山的灵魂，
在大好河山成立和发展过程中，自
始至终都在文化建设上相依相伴，
没有为发展产业而忘记公益服务，
反而在搭建更高的文化活动展示
平台，为长期跟随的老龄朋友提供
更好的服务。

老年服务产业化是大好河山
发展的方向，在为老年人长期服务
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老年人的
真正需求。除了精神文化层面，他
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养老，如何愉快
地度过晚年，是他们考虑最多的
事。正是因为对老年人需求的理
解，早在2011年，黄国林就开始倡
导“旅游改变养老生活方式”的全
新理念，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旅
游反哺养老”创新模式，专注“银发
候鸟”旅游，在全国不少城市掀起
退休老人旅游养老的新热潮。

大好河山成立至今，秉承热心
社会公益事业的作风，一直为老年
公益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公司提
出以“全心造福老龄社会，建设老
年服务平台”为宗旨，让公益事业
和老年产业同步发展；以打造并提
供为老年服务的全产业链为目标，
向社会提供高品质、高标准、高效
率的老年生活服务。让每一位老
年人在精神生活和物质服务上获
得双丰收，真正做到“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真正造福于民，为社会分忧，推动
我国老年公益事业和老年产业的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