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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人见证人间大爱间大爱
弘扬向上向善弘扬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的精神力量

20212021年苏州市新年慈善晚会圆满举行年苏州市新年慈善晚会圆满举行
□苏报记者 林 琳/文 倪黎祥/摄

2020年，由市慈善总会联
合平安健康保险苏州分公司
出资 97万元，开展“困境儿童
医疗保障计划”，为我市 3553
名困境儿童免费提供意外伤
害、重大疾病医疗等健康风险
保障。一年来，该项目向 158
个家庭送去关爱，累计赔付总
额63万元。

今年12岁的逸逸是“困境
儿童医疗保障计划”的首批受

益者，因为参与了该计划，已
解决了 12321.87 元的医疗费
用。“孩子看病 7年了，每年几
万元的费用都是我们从牙缝
中省出来的，今年帮我们解决
了费用，真的感激不尽。”提及
外孙的不幸遭遇，逸逸外公潸
然泪下。

如今，逸逸又遇到了新的
难题，用了 8年的人工耳蜗经
常失灵，为了方便学习急需更

换，可 8万的费用让全家人望
而却步。了解到逸逸的情况，
市慈善总会决定为他们一家
解燃眉之急，并计划在今年设
立专项帮扶基金，为有听力障
碍的困难儿童安装人工耳蜗
提供资助。

围绕帮扶谁、怎么帮、谁
来帮等问题，苏州慈善创新探
索出一条以需求、项目和资源
紧密结合的三份清单为特色

的慈善之路。
在晚会现场，今年58岁的

太仓市“连心家园”负责人朱
秋芳，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如
何花去了 8年时间，慢慢走出
失去女儿的痛苦，加入“连心
家园”成为一名志愿者，与 100
多名志愿者一起，通过开展心
理慰藉、生活照料、情感交流、
异地疗伤等活动，帮助 187户
计生特扶困难无第三代家庭

的故事。
“人生不止一种爱，为他

人为社会奉献的精神和行动，
就是生命的支撑与希望。”朱
秋芳说。

从2019年起，苏州市慈善总
会联合市卫健委、计生协启动开展
了“关爱计生特扶困难家庭”慈善
项目，已出资231.52万余元，为
2444位计生特扶困难群众提供资
金帮扶、保险保障及心理援助。

善圆暖心梦 汇聚力量始终聚焦特殊群体、困难群众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2020年，苏州共派出7
批次、359名医务工作者，义无
反顾支援湖北、武汉等地抗
疫，交出了“病人零死亡、医护
零感染、出院零召回”的优异
答卷。

“我们医护人员在抗疫前
线奋战，给予我们力量的正是
来自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
持。”抗击疫情、救治病患的惊
心动魄，“全国抗疫先进个人”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
张建平永生难忘。

从 2020年 1月 28日开始，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先后接
收到 152个单位和个人的 300

余项捐助，其中很多是抗疫急
需的防护物品和设施。苏州
的 13家企事业单位通过苏州
市慈善基金会捐资 600万元，
紧急建设20间负压病房，缓解
了燃眉之急。此外，15名苏州
患者捐献了血浆 3300ml，为支
援救治湖北和本地的患者，捐
献了最宝贵的血清抗体，为挽
救危重症患者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这就是苏州，“人
人为我、我为人人”，众志成城
的抗疫精神。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
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

提到的20个字背后，是千千万
万的医务工作人员、人民警察、
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乃至所有
积极响应防控措施的百姓共同
绘就的抗疫画卷。

“大本师兄，你在那边还
好吗？你对我说，疫情不退我
们不回！现在武汉的疫情退
了，可是你，怎么没有回来
呢？”距离那场“意外”已过去
近 1年，蓝天救援队的倪荣凯
站在舞台上，讲述他敬爱的师
兄许鹏的故事，一开口便哽咽
了。

去年2月21日凌晨4点30
分左右，在距山东省济宁市梁
山服务区一公里的地方，令

人心痛的一幕发生了。蓝天
救援队机动队原队长许鹏在
运送抗疫物资途中遭遇了车
祸，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年
仅39岁。

大疫见证大爱，在疫情最
紧急、物资最短缺的阶段，全
市慈善组织、60万“志愿军”、
爱心企业及个人挺身而上，在
大战大考中，彰显苏州大爱城
市本色。

林亚萍带头推出平价蔬
菜全城配送稳定物价，每周两
次为驰援武汉的 20多名医护
人员家庭配送新鲜农产品；袁
传伟，一个人扛起一条生产
线，紧急制造 200台消毒设备

发往武汉；72 岁的陆桂花与
“金阿姨志愿服务队”的志愿
者们一起，在社区基层从事社
区抗疫宣传、居民抗疫指导等
志愿服务工作；吴江89名环卫
工人集体捐出2960元；汤妈妈
及外籍老公，先后拿出10万欧
元在国外采购口罩辗转寄回
国内，为武汉和苏州医护人员
及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提供
物资……

2020年，苏州市、区两级
慈善总会和基层慈善组织，为
抗击疫情累计捐赠款物 4.4亿
元。初步统计，全社会捐赠超
10亿元。

心系家国情 在大战大考中展现担当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
年。我们克服了新冠肺炎
疫情的不利影响，凝心聚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携手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在一场接
一场的硬仗中，我们见证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风貌，
也见证了人间的大爱与真
善美，慈善成为了全社会爱

心传递的桥梁。在中国城
市公益慈善指数排名中，苏
州 综 合 指 数 位 居 全 国 第
五。在第五届“ 江苏慈善
奖”的表彰中，苏州有 25 个
单位和个人获奖，占全省的
四分之一，连续四届位居全
省榜首。

2020年正值苏州市慈善

总会成立 25 周年，在第五届
“江苏慈善奖”中，苏州市慈善
基金会被评为“最具影响力慈
善组织”。一年来，市慈善总
会精准实施“困境儿童医疗保
障计划”“关爱计生特扶困难
家庭”“特困重度残疾人家庭
亮居工程”“关爱重病困难职
工”等 48个慈善项目，支出善

款 5560万元。在 2020年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中，苏州市慈善
总会接受捐款 4341.9万元，已
全部用于抗击疫情，开展了 19
个抗疫相关项目。全年，市慈
善总会接收捐款首次超过1亿
元。

正是有了一系列精准帮
扶、重点攻关的慈善项目，让

苏州慈善事业得以走在了全
国的前列，将涓涓爱心精准

“滴灌”最需要的人。
现场还颁发了苏州市优

秀慈善家奖、苏州市优秀慈善
单位、苏州市慈善服务先进单
位等奖项，表彰一批支持慈善
事业的爱心企事业单位和个
人。

见证真善美 弘扬“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2021年苏州市
新年慈善晚会
表扬名单

一、苏州市优秀慈善家

1.崔根良
崔根良，亨通集团创始人，先后荣获中国十大慈善

家、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等称号，累计捐赠超 7亿元。
2020年，捐赠 4000多万元。其中，捐赠抗疫款物 1000多
万元。

2.陈建华
陈建华，恒力集团创始人，先后荣获“江苏慈善奖”“江

苏省慈善之星”，累计捐赠超10亿元。2020年，捐赠1.2亿
元。其中，率先向武汉捐赠1亿元抗疫善款及50万套防护
服等物资。

3.高德康
高德康，波司登品牌创始人，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中华慈善奖，累计捐款捐物超 12亿元。2020年捐赠款物
3.5亿元。其中，向全国抗疫一线工作人员捐赠 15万件羽
绒服，总价值3亿元。

4.沈小平
沈小平，通鼎集团创始人，先后荣获“中华慈善奖”“全

国脱贫攻坚奉献奖”“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累
计捐赠超7亿元。2020年，捐赠1476.5万元。

5.沈文荣
沈文荣，沙钢集团创始人，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累计捐

赠超6亿元。2020年，捐赠抗疫款物3000万元。
6.朱兴良
朱兴良，金螳螂集团创始人，先后获得“中国扶贫 50

佳”“中国公益企业”“江苏慈善奖”等荣誉称号，个人及集
团累计捐款捐物超3亿元。2020年，捐赠2613.3万元。其
中，捐赠抗疫款物638.2万元。

二、苏州市优秀慈善单位
1.东吴证券
东吴证券扎实开展精准扶贫、捐资助学等公益慈善工

作，获得江苏慈善奖、江苏省慈善之星等荣誉。累计捐赠
近7000万元。其中，捐赠抗疫款物1150万元。

2.国发集团
国发集团积极参与扶贫帮困、爱心助学等社会公益事

业。先后获得爱心企业、最佳慈善信托产品奖等荣誉。累
计捐赠1318万元。其中，捐赠抗疫款物483万元。

3.苏州银行
苏州银行热心投身公益，积极参与慈善公益项目。先

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江苏省慈善之星等荣誉。累计捐赠
2700余万元。其中，捐赠抗疫款物650万元。

三、苏州市慈善服务先进单位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承担中慈药品援助苏州发药工作，运用智慧医疗新理

念，探索慈善药品援助的苏州做法。近三年，发放抗癌药
品价值11.8亿元，惠及5.7万人次。

2.苏州日报报业集团
开辟“苏州慈善”专版，通过“引力播”新媒体平台更好

地宣传苏州慈善活动、故事和先进典型。积极开展“点亮
‘心’灯，爱在星空”“清家园，奔小康”“聚爱向生，共克难
症”等慈善项目。

3.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
通过广播、电视、网络、轨交和公交移动电视等平台宣

传苏州慈善。开设《慈善苏州》专栏、通过“看苏州”客户端
开展新媒体宣传，拍摄慈善宣传片，开展“传真‘脊助’计
划”、“童心听世界”“共品书香，文化助盲”“关注阿尔茨海
默症患者”“小支部 微治理”“关爱奔跑的小哥群体慈善行
动”等慈善项目。承办新年慈善晚会。

4.苏州苏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每年定期对市慈善总会的财务进行审计，并提供咨询

服务，确保每一笔钱来得清清楚楚，花得明明白白。
5.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
为市慈善总会无偿提供“法律顾问”服务，进一步提高

了苏州慈善运作的规范化、法制化水平。
6.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成立“苏州公益慈善研究所”，加强慈善理论研究，编

撰《苏州慈善简史》。
7.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建立 10单慈善信托，管理资产规模超 9500万元。目

前已累积捐赠450万元用于公益慈善项目。
8.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山市慈善总会委托光大兴陇信托公司，建立“光信

善1号”慈善信托，备案资金达1.3亿元。
9.太平洋产险苏州分公司
为骨髓捐献者、应急救援志愿者、计生特扶困难家庭、

抗疫一线的交通和新闻工作者提供意外伤害保险。
10.人保财险苏州分公司
为困难退役军人、癌症康复志愿者、抗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提供意外伤害保险。
11.平安健康保险苏州分公司
为困境儿童、抗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提供意外伤害

保险和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联系电话:0512-65243339
邮箱：szcshzh@126.com

苏州市慈善总会
苏州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
第三十五期

1月5日，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民政局指导，苏州市慈善总会主办的“文明苏州 向上向善”——2021年苏州市新年慈善晚会在苏
州市广播电视总台演播大厅隆重举行。

晚会分为“爱筑成长路”“善圆暖心梦”“心系家国情”三个篇章，以暖心短视频、现场访谈、表扬先进、爱心捐赠和文艺表演等方式，展
示2020年苏州慈善事业的发展成绩，彰显大爱苏州的城市本色。现场，16家爱心企业举牌捐赠款物4000万元。

晚会通过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光明网、引力播和看苏州平台同步视频直播，播出当日观看量达327万人次，并开通了线上捐赠以及
“文明苏州，慈善有我”话题互动区。苏州市慈善总会开展的8个慈善项目，通过网络平台视频直播和腾讯公益首页宣传，从1月1日至6
日，网络募集善款17万元。7名网络大V现场对晚会中的亮点实时点评、分享，推出多篇网络评论性文章。

“文明苏州 向上向善”已融入苏州人的血液里、行动中，通过一年一度新年慈善晚会的立体呈现，我们也对“文明苏州 向上向善”这
八个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苏州吴江，有一个人被
称作中国的“阿甘”。一岁时
发高烧导致脑瘫，至今走路不
稳、吐字不清。现在的他，是
一家纸制品工厂的厂长，年营
业额近千万。他叫陆鸿，在他
的工厂里，残疾人优先入
职。值得一提的是，复工复产
后，他的厂效益不降反升，收
获了来自英国、加拿大等 7个
国家的订单。

“其实残疾人只要发挥他
们的长处，是可以做很多的，
甚至比普通人还厉害！”站上
舞台，手握话筒的陆鸿坚定而
自信。

在政府的支持下，他的厂

成了苏州市残疾人扶贫创业基
地，带领更多残疾人脱贫。

就像陆鸿一样，苏州有一
批特殊困难人群，因病致贫、
因残致贫，生活困难。但他们
积极向上，通过自己的勤劳双
手，摆脱困境。保就业就是保
民生，2019年起，吴中区慈善
总会率先试点慈善扶贫基地
项目，投入帮扶引领资金，帮
助困难家庭人员通过就业、技
能培训和农产品销售等措施
脱贫。该项目得到了省、市慈
善总会的支持。截至目前，已
在吴中区建立 24个慈善扶贫
基地，帮助174个零就业、半劳
动力家庭脱贫脱困。

扶贫先扶智。2020年是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让贫困
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
径。有这样一个公益助学组
织，14年，1000多人的志愿者队
伍，帮助了2万多名学生，其中
7000多人考上大学。除了贫困
地区的学生，这些年也帮助了
苏州的特困学生、外来务工子
女，平均每年400人左右。

与它的名字徐光阳光助
学一样，他们向贫困而失学的
孩子，送去希望的暖阳。徐光
阳光助学的创办人徐光患有
罕见病，14年来，他拖着病体，

多年的助学路总长可以绕地
球一圈。“人生在世，就是要为
他人为社会做点事情，那是很
美好的。”徐光说，只要孩子们
需要，只要他活着，就会一直
帮下去。

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
困难而失学，是党和政府的承
诺，也是许许多多坚守助学
路的人共同的目标。多年
来，苏州各级组织和爱心企
业，也都积极投身对口援建
地区的小康建设事业。2018
年，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
三级慈善总会联合波司登集
团共同捐赠 1100 万元，援建
铜仁市思南县长坝波司登小

学，覆盖 15 个村，14000 余
人。2016年以来，苏州市、县
对口援建新疆、贵州、西藏等
地的部分市县。据统计，仅
帮扶贵州铜仁，四年多来苏
州市各级政府已出资 17 亿
元，其中 2.7亿元来自社会和
公益组织的捐助，对当地的
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州市慈善总会连续 17
年开展“助学圆梦”项目，吸引
了众多爱心企业和机关干部

“一日捐”等参与捐助，为低
保、低保边缘和特困职工等家
庭困难学子进行资助，至今已
发放助学金5500余万元，资助
困难家庭学生3万余人次。

爱筑成长路 助困难群体就业，助困难学子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