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辅 仁 药 业 集
团、宋河酒业公司
董事长兼宋河基金
会监事长朱文臣在

“宋河基金会 2015
年百万助学活动”
上阐述民企公益的
创新与发展

河 南 省 宋 河
老 子 国 学 教 育 基
金 会 副 理 事 长 兼
秘 书 长 刘 本 在 现
场主持“宋河基金
会 2015 年 百 万 助
学活动”

生活中处处存在美，存在爱。
9 月 2 日，上午 9 时。郑州东区秋高

气爽，车水马龙，在中华保险大厦 10 楼，
围绕“资助教育、传递爱”这个主题，本报
记者专访了河南省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
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本在。

“我们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于
2010 年 7 月 28 日成立，首先有一个中国
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刘本在对记者
开门见山说。

2010 年以前，大多数公益组织是公
募性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和
西方文明的交流，非公募基金应运而生，
迅速发展。

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之下，辅仁药业
集团作为河南省知名的民营企业，其创
始人朱文臣经过几十年的商海冲浪创业
打拼，使企业有了较大的规模，较好的效
益。

“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创始人朱文臣
有个梦想：感恩人民，回报社会，积极投
身公益事业；弘扬国学，传播教育兴国的
正能量。”刘本在说。

美丽，源于内心。
刘本在介绍，朱文臣出身农家，深深

地感受到教育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真
谛。他也深深懂得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未
来和希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他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大胆倡议成立一
个非公募教育基金组织，资助教育，回报
社会，由他掌控的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独家捐资。

在这之前，非公募基金会较少，如何
让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

弘扬国学，资助教育。
鹿邑，中国乃至世界哲圣老子的故

乡，那里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
基。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五千言，奠定
了东方哲学的基础，同时也深受西方哲
学家的尊崇。老子创立的道家文化，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加之，宋河酒业有限公司在鹿邑，应
再融入国学的文化元素。所以，在 2010
年 7 月 28 日这一天，“河南省宋河老子国
学教育基金会”应运而生。

基金会的宗旨是：传承中华文脉，弘
扬中华文明；资助教育，回报社会。

教育是我们民族之根、之基、之魂。

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国家就没有
希望，民族就没有希望。这是历史经验
证明了的。“所以，我们按照基金会的宗
旨，把基金会整个工作的主线放在弘扬
国学、资助教育上。”刘本在告诉记者。

刘本在说，围绕教育大业，河南省宋
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五年一路走来，
主要做了如下实事，一是资助贫困大学
生。“我们坚持了这五年，每年资助 200
名以上家庭贫困、品学兼优、考上大学二
本以上的大学生。”刘本在说。

从 2010 年成立之初到 2015 年的 8
月 16 日，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一共
资助了 1023 名大学生。

刘本在说，他们资助贫困大学生的
过程，也是唤起全社会关注关爱弱势群
体，唤起全社会更多的人参与公益事业，
唤起整个社会公众的大爱之心。

传递爱，让梦想飞。
传递爱，是大爱之心，唤起社会对慈

善事业的关注；让梦想飞，是让贫困大学
生实现自己的求学梦想。

二是给小学生送《新华字典》。
2012 年央视记者一则关于广大老少

边穷地区中小学生普遍缺字典的报道，
引起了“两会”代表热议，“我们了解这个
新闻以后，立即组织召开理事会，决定买
字典资助学生。带着财务部的同志，到

北京商务印书馆，第一批订购了 5 万册
字典。”刘本在告诉记者。

一送就是一个乡，共送了 40 多个
乡。两年时间，先后送了 16 万多册字
典。之后的两年间，购字典、编字典、往
农村中小学赠送字典、词典成为基金会
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一份爱，回馈一份人性美。送字典
给小学生，也是在唤起社会关注孩子、关
注教育。

2014 年上半年，“送字典给小学生”
的公益活动引起了国家的关注。国务院
决定，由国家财政拿钱，由各级教育部门
落实，给全国的小学生每人发一本字典，
当做基本教材，免费。

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的出资企
业——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获
得了“第七届中华慈善奖”的殊荣，宋河
酒业董事长朱文臣先生受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颁奖。

三是在中小学校贫困学生当中开展
手拉手活动。利用独家出资企业宋河酒
业在销售过程中中奖的部分资金，拿来
资 助 家 庭 贫 困 的 中 小 学 生 ，每 人 600
元-2000 元不等的午餐费、生活费，总共
资助了近 4000 名孩子。

四是弘扬国学，向高校送图书。国
学，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是精髓，国

粹。“我们和省教育厅、省高教工委结
合，从 2014 年的世界读书日开始，组织
编写了一批国学图书；同时，从出版部
门采购了诸子百家经典著作，向全省
103 所高校赠送图书价值 200 多万元，
前后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刘本在告
诉记者。

同时，支持社会上有关弘扬国学、
增加正能量的工作。比如，向南阳雷锋
纪念馆赠送图书、刊物、影集、书画等；
向周口市艺术中心赠送价值 200 万元的
图书。

同时，还向部分省、市、县党政机关
干部等赠送国学图书。

“我们的理念，就是做公益事业，扶
贫济困；弘扬国学，传递正能量。我们认
为，我们做得很有意义，都是为了促进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刘本在说。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作为一个公益人，刘本在感言：“我

们通过这几年做基金会工作，做公益事
业，回报社会的同时，也教育自己、净化
灵魂、提升自我。”

刘本在告诉记者，一个人一旦走上
公益之路，浑身就会增加正能量，时时都
拥有一颗爱心。

奉献爱心的道路没有尽头，我们永
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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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爱传递爱 让梦想飞让梦想飞
———访河南省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本在—访河南省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本在

本报记者 朱继红 吕桓宇

近日，由河南省关工委、郑州电视台、
安利公益基金会三家联合推出的——“梦
想森林”活动成功举办。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农村
劳动力涌入城市，留守儿童这一庞大的
弱势群体愈来愈备受关注。“梦想森林”
活动正是把目光聚集在了农村留守儿童
身上。近年来，为让农村的留守儿童能
够吃上热腾腾的有营养的饭菜，安利公
益基金会已在南阳、信阳、三门峡的山区
寄宿制留守儿童学校资助了 273 所春苗
营养厨房，在关注孩子们身体健康的同
时，也关注着他们精神世界的成长。

为了更多地关注留守孩子，发掘他们
的闪光点，8月5日-11日河南省关工委、郑
州电视台、安利公益基金会三家联合在南

阳、信阳、三门峡三地寻找有艺术梦想的孩
子，经过海选，选出了10名梦想森林种子选
手来到郑州，参加为期一周的梦想森林夏
令营，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专
业培训，接受艺术专家点对点的专业指导，
打造个人梦想，最终帮助他们站在梦想舞
台上进行了一场专业的表演。

据悉，“春苗营养计划”是安利公益
基金会携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共同推出的重点公益项目，旨在整合
政府、民间力量，为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
留守儿童集中的寄宿制学校建设营养厨
房。自 2011 年起截至目前，安利公益基
金会联合中国关工委在河南省共捐建
273 所春苗营养厨房，覆盖受益儿童 11
万余人。 （张庆丽）

安利河南2015春苗营养厨房梦想森林活动成功举办

近日，由郑州市金水区民政局优抚
科、郑州市金水区乐缘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联合举办的以“弘扬抗战精神，继承
革命遗志”为主题的乐缘军休军工红色
系列活动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红色图片展在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街
道办事处信息社区成功举办。

乐缘社工通过前期入户家访收集军
休军工红色照片，倾听军休军工讲述革
命岁月荣光，感悟历史。一张张饱含革
命情怀的图片，警醒着世人，又激励着新
时代的年轻人，忆苦思甜，珍惜当下。此
次红色图片展，乐缘社工把社工、社会组
织和社区军休军工有机联系起来，形成

“三社”资源互享、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
据了解，军休是指军队离退休干

部，军工是指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
工。今后，乐缘社工将加快推进“三社
联动”，创新链接资源，以多元化的服务
提升军休军工幸福感，依托社区发展社
会工作，创新社区服务方式，实现基层
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居民参与的
广泛化。 （弓伟华 阮晓祥）

“三社联动”优抚工作创社工服务新篇章

连日来，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
先后赴唐河、桐柏、新野三个县，为今
年 考 入 高 校 的 贫 困 大 学 生 和 家 庭 困
难、成绩优秀的在校高中学生捐款 150
万元，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捐款仪式
上，该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胡逸云希
望 受 到 资 助 的 同 学 倍 加 珍 惜 学 习 机
会，树立积极向上心态，自强自立，努
力学习，奋发有为，用知识武装头脑，
用勤奋改变命运，不辜负社会各界的
关心和厚爱，以优异成绩回报社会、回
报家乡。同时也希望受助学生培养友
善诚信、乐于奉献的心灵和品格，以满
腔热忱回报社会、回报家乡，把爱心接
力棒传下去，将扶贫济困、团结互助的
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宛运集团关注教育事业发展，多年

来为教育事业捐助资金 1000多万元。从
1997 年开始，该公司建立职工子女奖学
金制度，连续 18 年为考入高等院校的
584 名宛运职工子女发放奖学金 100 多
万元。对考入高校的优秀职工子女，他
们予以重奖。2013 年，奖励以 637 分考
入清华大学的刘云凯 10000 元；2014 年，
奖励南阳市文科状元（633分）、考入北京
大学的梁义钦 10000元。2011年 8月，宛
运集团为镇平县百名贫困大学生捐款 30
万元。2012 年 8 月，一次性为南阳 13 个
县（市、区）贫困大学生捐款 400 万元，创
新中国成立以来南阳市企业为教育事业
捐款数额最高纪录。2013 年、2014 年分
两次共为南阳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
130 万元。2014 年，为方城县、宛城区贫
困大学生捐款 100万元；为唐河正昌儿童

福利学校捐款 10 万元；为南阳市聋哑特
教学校、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捐款 10 万元；与唐河县桐寨铺镇肖
堰村、镇平县枣园乡蒋刘洼村、方城县杨
楼乡王岗村结成帮扶对子，出资 20 万元
帮助他们改善办学条件。

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是河南省大
型专业运输企业、交通部重点联系企业、
道路客运一级资质企业、全国运输企业
50 强。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创新管理体
制和经营机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实现
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地方经济建
设和交通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史恒臣）

右图为：宛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
记胡逸云为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

宛运集团为贫困学生捐款150万元
公益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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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专题：http://2015ssp.61966.com

“中原公益联盟”成立四十二天，总

有一种莫名的情绪充斥着我们的胸腔，

总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感动引导着我们

的方向。

这是充满力量和激情的四十二天，

有赖于党媒平台的传播力、公信力与整

合力，我们用脚步、镜头和钢笔丈量着

河南这片充满了爱与被爱的土地，一遍

又一遍地感受着心灵的升华和洗礼，不

断地走访于政府相关部门、爱心企业以

及公益组织、典型个人之间。

因为，我们发现了商业经济发展之

下涌动着的一股向善向上的力量。

于是，我们明白：不论你是穷人还

是富人，每一个人都可成为公益慈善的

主体，每一个人都可通过做力所能及之

事，与他人共同对抗贫穷、灾难与命运中

的不幸。

所以，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向

善、向上、向前，中原公益联盟与你在一起。

我们期待与千千万万的志愿者一路

同行，期待着精英企业与我们一起挑起

责任重担，让投身公益的道路不再孤单。

我们诚挚地希望,汇聚大家的智慧

和力量，一起传承和推进中国的公益文

化，一起营造现代社会的公益氛围，一

起实践和探索新的公益模式。

慈善事业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事业，

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愁，是社会主

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河南公益事业已经取得了可喜的发

展和进步，但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更多的企业奉献自己的爱心力量。

不管你是个人，是企业，是组织，是

团体，兹以大爱之心，兹以公益之念，动

以慈善之举，翘首以待！

中原公益联盟愿与您,持之以恒地

关注社会民生、弘扬公益理念、增进公

众福祉，以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履行社

会责任作为责无旁贷的志愿者精神！

愿我们的公益联盟能够吸引越来

越多有爱心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

来，让所有的爱心和善举聚集在一起，

聚做一团火，散做满天星，温暖整个世

界，为每一个需要的人送去希望。

2015年 9月 6日，郑州百荣世贸商城
工作人员及市场商会、协会商户代表前
往郑州市二七区敬老院探望孤寡老人，
为敬老院 60多位老人带来中秋节祝福。

据悉，这是郑州百荣世贸商城“爱·
在行动”系列慈善活动的首站。郑州百
荣世贸商城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
每年都会在中秋节等节日前往儿童福
利院、老年公寓等机构慰问社会弱势群
体。今年，郑州百荣世贸商城在 8 月 25
日至 9 月 30 日举办百荣第二届中部月
饼展，为郑州人民带来物美价廉的中秋

月饼美食，同时，作为本届月饼展的特
色，“爱心”贯穿活动始终，既有关爱大
一新生的助学活动，又有慰问残障儿童
孤寡老人的关爱活动。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郑州百荣世贸商城长期以来秉承“取之
社会，用之社会”的宗旨，在为国家创造
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一直积极投身社会
公益事业，注重开展送温暖实践活动，
为困难群众伸援手送关爱，此次“爱·在
行动”活动，是郑州百荣世贸商城回馈
社会的一次尝试和努力。 （李公湛）

郑州百荣世贸商城开展“爱·在行动”系列活动

与你在一起
□ 朱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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