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雨后
他们经受历史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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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行20年
河南省慈善总会答好时代考卷

历史的进程，刻度着一件件事

一个个人。7月下旬以来，河南省

慈善总会在防汛救灾中积极参与，

表现亮眼。

这场灾情考验中，河南省慈善

总会实现了该会自成立以来的多

个“最”：参与爱心人士最多、受捐

额度最大、行动最高效、公开最及

时……

荣誉的取得颇不容易。20年

前，河南省慈善总会成立。20 年

来，她在空白处着墨，在工作中探

索，在前行中突破，与亿万人民肝胆

相照，让慈善深入人心，让义举顶天

立地。

风雨中，总有她！

□王向前

7月 20日，郑州，暴雨。
连续多日大雨，道路水流汹涌，交通几乎全

部瘫痪，险情此起彼伏，救灾队伍紧急行动。
是夜，大雨不歇。河南省慈善总会会长邓永

俭回忆，当时，总会网络募捐与社会工作部、宣传
部的工作人员为了迅速准确地向全国发布河南灾
情，彻夜未眠，他和各位班子成员用手机联系，决
策如何发布救灾募捐项目。

经过连夜工作，总会终于在 7月 21日凌晨 4
时 27 分把救灾募捐项目需要的材料全部准备
好，凌晨 6时 26分通过总会官网正式发布“防汛
救灾 驰援河南”项目募捐公告。

而受暴雨影响，总会办公楼停水、停电、断
网。为保证募捐顺利开展，他们租用紫荆山宾馆
会议室临时集体办公。走网线，装打印机，开捐
赠电话……

“临时办公场所成了河南灾区与世界爱心相
接的神经中枢，高峰期一天能接到 3000多个捐
助来电。”邓永俭说。

大爱澎湃，截至 8月 31日，全省各级慈善会
累计接受救灾款物价值 66.12亿元，占全省社会
捐赠款物总额的69%以上，其中省慈善总会接收
资金45.49亿元、物资2.3亿元，款物总额达47.79
亿元，占全省社会捐赠款物总额的51.5%。

邓永俭说，这次受捐额度是省慈善总会成立以
来最多的一次，真正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中国人民大爱精神。全省慈善会为我省防汛救
灾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社
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时间，拉回到20年前。那是总会成立的
岁月。

中国历史上，慈善思想也源远流长，先秦
诸子百家与随后的佛家、道家对慈善有精辟
阐述。改革开放后，我国慈善事业迎来大发
展。

2001年9月26日，河南省慈善总会正式
成立。

这是一个以扶危济困为宗旨的组织，散
发着爱的光芒，甫一成立就大力开展工作，在
灾害救助、贫困救济、医疗救助、扶老助残等
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踏着时代脉搏，2016年5月，总会迎来了
新一届理事会。

这一年，我国首部《慈善法》实施，首个
“中华慈善日”落地。新一届理事会洞察时
机，廓清思路，布局“五个慈善”——法治慈
善、实力慈善、高效慈善、全民慈善、阳光慈
善，定下了向全省领先、全国一流慈善机构进

军的目标。
所谓法治慈善，是把各项慈善工作严格

置于法律法规制度框架内，确保各项慈善活
动规范有序；实力慈善，是创新募捐机制，扩
展募捐渠道，有实力开展更广泛的救助；高效
慈善，是发挥河南省慈善总会在全省慈善会
系统的引领、协调、指导作用，与市县乡镇社
区慈善会高效合作，形成慈善合力；全民慈
善，是要通过各种手段传播慈善事业，推动慈
善事业良性发展，让人人行善成为河南的一
种风尚；阳光慈善，是要做好信息公开，打造
阳光、透明、诚信的慈善运作机制。

“五个慈善”犹如五根柱子，撑起总会的
事业格局，前景一片开阔。

““省委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治理机制的不治理机制的不
断完善断完善，，内部运作的规范有序内部运作的规范有序，，极大地增强了极大地增强了
总会的发展活力总会的发展活力。。20162016年总会共接收慈善款年总会共接收慈善款
物物1010..66亿元亿元，，比上年增长比上年增长4444..11%%，，在全国慈善在全国慈善
会系统位居前列会系统位居前列。”。”邓永俭说邓永俭说。。

人心，皆有善因。善行，则需引导。
总会努力弘扬慈善文化，做好新闻宣

传、品牌和项目推介工作，较好地塑造了形
象，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营造了全省慈
善氛围。

他们抓住 9月 5日“中华慈善日”这一
重要节日，连续五年与省委宣传部、省民政
厅等部门联合，成功举办集普法、募捐、救
助、宣传于一体的“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
受到省委、省政府和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
慈善总会的充分肯定，在全国慈善会系统
内产生了积极影响。

他们拓宽慈善途径，引导具有不同需

求的捐赠人，在总会设立专项基金、冠名基
金或者小额基金等。目前，基金捐赠成为
我省慈善捐赠的重要渠道，极大地增强了
号召力和影响力。

邓永俭介绍，守正是本，创新为法，守
正创新比翼齐飞，带来的效果自然不一般，
令总会收获了普遍的公信力。

数据最有说服力。《慈善法》实施以来，
全省慈善会系统共募集、发放慈善款物150
亿余元，救助困难群众 1800多万人次。其
中，省慈善总会募集、发放慈善款物95亿余
元，直接救助困难群众 236万人次，总会工
作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身负使命为“困”而生二十年

7月 21日，是总会启动防汛救灾项目第
一天。为便于社会监督，他们将项目的捐赠
明细、款物去向等信息也第一时间公示。

公开，透明，让每一颗爱心都值得托付，
这是总会的工作准则。

依法，规矩，让每一笔善款都经得起检
验，这是总会的理念传承。

早在《慈善法》实施第一年，邓永俭就在
理事会上强调，我们要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
荣使命，不断探索顺应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
色、符合河南省情的现代慈善之路，努力打造
一个充满活力、公信力强、专业度高、政府放
心、社会认可的现代慈善组织。

说到做到。
总会以思想建设为入口，坚持党建引领，

不断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推动慈善事业发展高质量。

总会以依法行善为准绳，健全内部监督
约束机制，发挥监事会监督作用，坚持信息公
开，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总会以队伍建设为基础，大兴求真务实
作风，加快从业人员知识更新，培养和造就一
支专业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

总会以业务考核为导向，优化机构，健全
制度，探索建立起以募捐为重点的目标考核
体系。

对此，邓永俭有着自己的考虑。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只有把工作当作一

回事,才会干成事；只有大干才是小困难，小
干才是大困难，不干都是困难。”

而想干成事，队伍是第一位的。因此他
在多个场合说，总会的领导们要继续发扬优
势，把积累的好经验好作风传授给从事慈善
工作的年轻同志，真正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引导引领这支队伍真正做到政治坚定、作风
优良、业务精通，打造专业化慈善工作团
队。

“唯有如此，总会才能向着一个个目标前
进，取得更多成绩。”邓永俭称。

2017年 8月 10日，一场盛大活动在郑州
举行，全省 43个贫困县的 4300名贫困家庭
大一新生，每人获得5000元资助款。

这是总会开展众多项目里的一个，名叫
“助力脱贫攻坚·点亮学子希望”慈善助学行
动。

立足项目，是总会这些年工作大踏步前
行的一个重要特点。

他们把脉民生温度，在儿童大病救助、助
老服务、公益机构扶持等民生领域，推出“为
生命续航——大病赠药”“乐龄之家”等项目，
让人民感到温暖，让行业健康发展。

他们参与时代命题，在脱贫攻坚中团结引
领全省各级慈善会，推出“点亮生命计划——
贫困儿童大病救助”“慈善SOS——紧急救助”
等项目，让贫困者不在时代发展中落伍。

他们奉行时不我待，在去年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时，坚决执行省委、省政府的各项指
令，积极作为，启动“疫情防控 共克时艰”项
目，募集款物位居全国慈善会系统前列。

邓永俭说，总会积极参与大事要事，努力
服务民生保障，仅仅围绕脱贫攻坚就推出了近
20个慈善项目，为我省如期实现小康路上不落
一人、我省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立下功劳。

今年 4 月，太康县一位“白发校长”火
了。

他叫张鹏程，2018 年 7月调入清集镇
二郎庙小学时，只有 27个学生的学校将被
撤点并校。为留住学校，他改善教学环境，
修楼顶、硬化操场、建食堂和宿舍等，还开
办幼儿园，生活相当艰辛。

看到媒体关于张鹏程的事迹报道，省
慈善总会迅速行动，通过网络等途径募捐，
向二郎庙小学捐赠59万余元善款。

发扬科技向善力量，发挥网络募捐力
量，正是省慈善总会这些年身上的闪亮标
签之一。

邓永俭说：“中国网民数量庞大，看到
以互联网公益为模式的中国慈善新生态正
在形成，我们在 2018年成立网络募捐与社
会工作部，开辟网络募捐新路径。”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书写的是总会与
腾讯合作的“99公益日”，目前这项以互联
网玩法为主的公益活动已成我省慈善工作
的重要抓手。

过去三年网络募捐中，总会持续发挥
对市、县慈善会引领、协调、指导作用，全省
上下齐努力，实现一年上一个新台阶，2020
年更是取得全国慈善会排名第二的好成
绩，积累了做好“99公益日”的丰富实战经
验。

今年，是全省慈善会联动参与“99公益
日”活动的第四个年头，总会更是早早召开
动员会，8月 24日再次召开冲刺动员视频
会，全力备战。

邓永俭在冲刺会上提出要求，全省上
下齐努力，确保我省“99公益日”活动实现

“不出空白县、多出千万县、为乡村振兴和
灾后重建作贡献”的既定目标。

抓网络
99公益各界参与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带着一份特别
的嘱托，4月 27日，邓永俭走进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病房，又一次去看望因
跳舞致截瘫的9岁女孩丹丹，并把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爱心人士捐赠的10万元现金送
到丹丹父母手中。

在这之前，省慈善总会已经给丹丹送
去了 10万元的资助款，但邓永俭还想再多
帮帮丹丹。当他向一位朋友讲起丹丹的遭
遇时，这位朋友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 10万
元，捐给了丹丹，并交代不要透露姓名。

“治疗”困难家庭之痛，是省慈善总会
的重要功能。“中国特色慈善组织是党领导
下的群众服务组织，我们要坚持听党话、跟
党走，始终牢记慈善爱民、为民、惠民的根
本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邓永
俭说，“我们要把人民群众满不满意、点不
点赞作为衡量工作尺度，扎实做好各项慈
善工作，以公开、透明的工作作风取信于社
会，让更多困难群体得到及时有效帮助，体
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以历史的长镜头来观察，进入新时代，
慈善组织正在担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8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
进共同富裕问题。

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内
容，在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共同富裕历
史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时刻保持清醒，牢记使命所在。“唯有
努力奋斗、脚踏实地，才能不辱使命、不负
重托。”邓永俭说。

思想的火炬在天空照耀，行动的步伐
在大地有力。省慈善总会与人民风雨同
行，以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为担当，持之以
恒答好时代考卷。

新担当
与时俱进共富道路

守正创新塑造公信前行中

党建引领高效透明强队伍

“项目为王”温暖四方明路径

接受社会各界捐赠

风雨面前一起扛，上汽集团向河南省慈善总
会捐赠3300万元款物支援河南灾后重建

郑州7岁女孩为防汛救灾捐赠特殊“积蓄”

省慈善总会在临时办公点的走廊里召开会
长办公会

河南省慈善总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通气会，
向社会各界通报慈善募捐有关情况

原办公楼遭到雨水倒灌，省慈善总会搬到临
时办公点进行集中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