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日10:00-11:30 中国拥军网心连心艺术团 专场演出（综艺类专场）
4月3日9:30-11:00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专场演出（综艺类专场）
4月4日9:30-11:00 第四届牡丹服饰创意模特大赛 专场演出（初赛第1场）
4月5日9:30-11:00 第三届牡丹文化节戏曲票友大赛 专场演出（初赛第1场）
4月8日9:30-11:00 洛阳曲剧院 专场演出（戏曲类专场）
4月11日9:30-11:00 第四届牡丹服饰创意模特大赛

及中外艺术交流展演 专场演出（初赛第2场）
4月14日14:00-15:30 省群星奖优秀节目展演 专场演出（综艺类专场）
4月18日9:30-11:00 第四届牡丹服饰创意模特大赛 专场演出（决赛）
4月19日14:00-15:30 洛阳市文化馆河之声管乐团 专场演出（综艺类专场）
4月29日9:30-11:00 洛阳市电视台科教政法频道 专场演出（牡丹歌曲大家

唱歌曲展演）
4月30日9:30-11:00 洛阳市文化馆 专场演出（优秀节目展演）

主会场（周王城广场）部分节目单

演出内容演出时间 演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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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郝春苑介绍，《洛阳市慈
善总会慈善冠名基金实施管理
办法（试行）》从本月1日开始实
施，不到1个月时间已吸引包括
李周娃、孙中在内的11位爱心
人士，其中前10位都捐了1000
元，第11位孙中捐了10000元，
共2万元爱心款。“这些爱心人
主要是捐款助学的，也有助老、
助医、拥军优属的。”

从捐款人身份来看，有4位
都是“十大爱心人物”获得者，分
别是孙俊、王丙臣、李周娃、孙
中。另外7人分别是贺素梅、刘
贤智、邓化民、张碧麟、周春芳、
雷晓秋以及刘京武。这些爱心
人士生活条件都很一般，但都乐
于支持慈善事业。

采访中，郝春苑说，目前尚
无企业或团体响应“慈善冠名基
金”，根据管理办法，凡热心慈善
事业的个人或家庭、单位或团
体，均可以自己的名字设立慈善
冠名基金，起捐额度为个人或家
庭最低每年1000元，单位或团
体最低每年10000元。“通过报
道，现在不少读者知道了‘慈善
冠名基金’政策，不少热心人士
也行动了起来，我们希望效益好
的企业或团体也行动起来，加入
其中。”郝春苑说。

记者获悉，慈善冠名基金主
要用于助医、助学、助老、助孤、
助残、助困、救灾，以及洛阳市慈
善总会《章程》规定的其他社会
公益项目。

□记者 王新昌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
市慈善总会获悉，该会刚刚下
发《洛阳市慈善总会关于对尿
毒症患者实施“爱心透析”救助
的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称办
法），今年将安排100万元基金
救助尿毒症患者，帮助患者及
时透析检查。

根据《办法》，凡洛阳市辖区
的城、乡低保对象以及特困家庭
的重症尿毒症患者，均可申请救

助。2015年度筹集“爱心透析”
救助金100万元，其中洛阳市慈
善总会筹集50万元，各县（市、
区）慈善协会筹集50万元。患
者享受政府各种医疗保险报销
（含各种社会资助）后，按自费金
额的多少，视情况给予救助。“原
则上每年只给患者每人一次救
助，市慈善总会和各县（市、区）
慈善协会对患者按1∶1的标准
进行救助，救助的最高金额为
2000元。”洛阳市慈善总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郝春苑说。

记者了解到，这项措施4月
1日开始实施，患者需要准备个
人书面申请、低保证原件、身份
证原件和医疗诊断证明，经所
居住乡（镇、办事处）初查后，向
所在县（市、区）慈善协会申
报。符合救助条件并经县（市、
区）慈善协会救助后，确需市慈
善总会救助的，填写审批表，县
（区）有关慈善协会每月25日至
31日集中报送市慈善总会集中
审批，批准后，将电话通知患者
持身份证前来领取救助金。

□记者 赵腾飞 陈杰

本报讯“还是洛阳好人
多。”昨日下午5时30分许，在
洛阳西关公交站，来自驻马店
的64岁老人胡阿姨不停念叨
着 ，她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18837996211）反映称，洛阳
一公交车司机捡到她同事遗失
的手机，主动归还，让第一次来
洛阳的胡阿姨，深受感动，希望
通过大河报感谢这位好司机。

据胡阿姨介绍，她是驻马
店夕阳红团队的演员，前不久
和团队一起来到洛阳进行慰问
演出。昨日上午，她和一名同

事乘坐58路公交车出行，下车
时，该同事不慎将手机落在公
交车上。发现手机丢失后，她
们尝试拨打手机，但一直处于
无人接听状态，一时间不知道
如何是好。“手机里有很多我们
演出时的照片和资料，有很大
的纪念意义。”胡阿姨说。

中午12时许，同事已先胡
阿姨一步返回驻马店，但胡阿
姨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来电
显示就是丢失手机的号码。胡
阿姨说，对方称是58路公交车
司机杨师傅，在中午下班时，才
发现车上多了一部手机，并有
几个未接的电话。杨师傅确定

是她们丢失的手机后，非要亲
自为她们送过去。最后，双方
约定在西关公交站旁边见面。

下午5时30分许，胡阿姨
见到了杨师傅，她不停地向杨
师傅致谢，但杨师傅却连连摆
手说：“举手之劳，不值一提”。

胡阿姨询问杨师傅姓名
时，对方却推辞不说，便离开
了。“虽然是一件小事，却让我
在陌生的洛阳感受到了温暖，
希望你们多表扬一下杨师傅，
谢谢他的拾金不昧，让我有了
一次充满美好回忆的洛阳之
旅。”胡阿姨对记者说。

“河洛欢歌·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节目单昨日“出炉”

4月每天精彩不断，您可尽情参与
□记者 段伟朵 通讯员 栾海宁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
市文广新局了解到，第33届中
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河洛欢歌·
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节目单

“出炉”。从4月2日至4月30
日，每天精彩活动不断，百姓可
免费参与。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活动
分为1个主会场和2个分会场，
主会场设在西工区周王城广
场，演出时间为4月2日至4月
30日每天上午9:30-11:30，其
中，开幕时间为4月 2日上午
10:00-11:30。

主会场具体的活动分为专

场演出和百姓舞台两大块，专
场演出包括非遗展演、省内“群
星奖”节目展演、第四届牡丹服
饰创意模特大赛、第三届牡丹
文化节戏曲票友大赛、牡丹歌
曲大家唱节目展演等，百姓演
出则由洛阳市各县区文化馆推
选节目进行表演。

此外，今年的活动还设置
了两个分会场，涧西区分会场
演出地点是牡丹广场西广场。
演出时间为4月2日至9日，每
天上午9:30-11:00表演，主要
节目为戏曲专场和综艺专场；
老城区分会场演出地点为青年

宫广场，演出时间为4月2日至
5日，4月22日至25日，一共8
天，每天上午 9:30-11:00 表
演，包括戏曲专场1场，少儿专
场1场，老城区文明办志愿服务
专场1场等。

据介绍，“河洛欢歌·广场
文化狂欢月”活动2007年迄今
已成功举办8届，由洛阳市人民
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园林局承
办，市文化馆具体组织实施。
2009年，活动荣获文化部最高
群文奖：第十五届全国“群星
奖”项目活动类大奖。

100万元善款，今年用于救助尿毒症患者
凡洛阳市辖区的城、乡低保对象以及特困家庭的患者，均可申请救助A

朋友不慎丢了手机，好心司机物归原主，首次来洛的驻马店老人感动不已

“我在陌生的洛阳感受到了温暖”B

“慈善冠名基金”实施不满1月
迎来11位好心人
希望效益好的企业或团体也加入其中

□记者 王新昌 文 张琮 摄影

本报讯“洛阳十大爱心人物之一的孙中今天上午来慈善总会
确认捐款10000元冠名基金，帮助贫困学生们完成学业。”昨日上
午，洛阳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郝春苑联系记者说。记者了解
到，“慈善冠名基金”自本月1日起实施以来，已有11位爱心人士捐
款冠名，前10位都捐助了1000元，第11位捐助了10000元，这对

“慈善冠名基金”政策来说是个好兆头。

爱心 |“慈善冠名基金”迎来第11位好心人

昨日下午3时许，记者在郝
春苑的办公室，见到了前来签协
议、领证书的孙中，谈到这次捐
款经历，他感慨颇多。“我是上周
看到报纸上说，个人捐款1000
元就能冠名一个基金，之后洛阳
慈善职业技术学校一位学生来
我们医院看病，我了解到这个学
校的学生生活困难情况。”孙中
说。为此，他在22日专门赶到
这所学校，当时校长说：“一些山
区的孩子，生病了都不去医院看
病，因为生活太艰难了。”

经过慎重考虑，孙中决定捐
10000元给洛阳慈善总会，定向
帮助该校10名贫困学生，其中
瑶族3名、彝族3名、周口籍学
生4名。记者了解到，该校目前
有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14
名瑶族学生、四川大凉山彝族地
区昭觉县18名彝族学生、陕西

山区安康平利县16名贫困生以
及周口沈丘和洛阳山区的25名
孤儿及贫困学生。

昨天，孙中告诉记者，他决
定免费对该校学生看病。“学校
军训时一位新生晕倒了，去其他
医院花了800多元才看好，这种
花费对贫困生来说太多了。”

其实，孙中被大家熟知的一
个身份是“2014年十大爱心人
物”，他在老城区公园巷社区卫
生服务站做全科主治医师，从业
25年来，一直以“小处方”见长，
从不开“华而不实”的大处方，为
贫困患者减免医疗费近30万
元。“他专开‘小处方’治病，为患
者节省了至少100多万元，去年
4月他还资助了6个贫困县的
12名高中生每人2400元，去年
8月又资助了一位寒门学子圆
了大学梦。”郝春苑说。

呼吁 | 希望效益好的企业或团体也加入其中

洛城暖心事儿

洛阳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郝春苑(右)为孙中颁发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