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野零钱公社冶 
探索公益助学新模式 

本报讯 渊齐 石冤日前袁山东 

济南零钱公社公益助学团队秘 

书处揭牌仪式在山东手足外科 

医院举行袁 著名作家刘玉堂尧兴 

安尧方远参加活动并为其揭牌遥 
据悉袁野零钱公社冶是由部分 

知名作家尧企业家尧媒体工作者 

发起袁山东大学尧山东师范大学尧 
山东建筑大学在校大学生自觉 

参与的公益项目袁重点关注农村 

单亲中学生的健康成长遥 团队自 

建立以来袁为资助人寻找资助对 

象袁并定期组织资助人直接到资 

助对象家中实地资助袁为双方架 

起了相互沟通桥梁袁使资助人的 

爱心善款公开透明遥 团队成立以 

来袁已在各高校建立四个分社袁成 

员近两百人遥 
承办本次活动的马斌先生 

介绍袁零钱公社公益助学团队资 

助人遍布加拿大尧北京尧天津尧上 

海及山东省部分城市袁已在济南尧 
枣庄 等地 资助 困 难学 子 30 余 

人遥 活动当天袁著名作家刘玉堂尧 
兴安尧方远尧资助人代表张先生 

携 10000 元现金尧书籍遥 

本报讯 渊杨文晋 吴晓玲冤 

国庆假日期间袁 浙江省三门县 

城各条大街人潮涌动尧 车流不 

断袁却没有意料中的拥堵现象遥 
野阿婆袁你慢点浴 冶在首府广场袁 
笔者看到一位野小红帽冶正搀着 

满头银发的老人袁 慢慢穿过斑 

马线遥 而街头这一边袁野小红帽冶 
郑飞挥舞着小红旗袁指挥路人为 

老人让行遥 
原来袁这群身穿白色 T 恤尧 

嘴衔哨子尧统一装备的野小红帽冶 
都是三门县的义工袁他们放弃国 

庆休息袁积极参与野爱在斑马线袁 
我承诺袁我让行浴冶公益活动中指 

挥交通遥 野我们有义工 QQ 群袁 
每次有活动袁只要在群里喊一声 

就会引起一片响应遥 冶 
野现在先等等浴 冶尧野请往里 

开浴冶尧野为了孩子的安全袁大人要 

以身作则的遥冶在路口袁不断伸开 

双臂拦住车辆尧继而挥动小红旗 

放行的义工李珊珊格外引人注 

目袁不止是因为她劝导时语气柔 

和袁更因为她穿着七八厘米高的 

米色高跟鞋遥 询问间袁笔者得知 

这小姑娘当天要当伴娘袁怕来不 

及换装干脆穿到了现场遥虽然踩 

着野恨天高冶袁却依然健步如飞遥 
在人民路与交通路的三岔 

路口袁同样可以看到野小红帽冶流 

动的身影遥匆匆赶到分配地点后 

马上投入工作的叶丹娇就是其 

中一位遥 她说袁参加三门义工协 

会才两个月袁但感触很多袁就像 

此次野爱在斑马线冶活动袁虽然辛 

苦但很有意义遥 
据该县义工协会副会长邵 

煦介绍袁此次公益活动将从 1 日 

一直延续到 7 日袁 每天上午 9院 
00 至 11院30袁 下午 3院30 至 17院 
30 的下班高峰期袁 义工们都会 

准时出现在路口遥 野和谐交通需 

要每一个人的参与遥虽然仍有个 

别群众会闯斑马线袁但大多数民 

众都会听从劝说袁走斑马线或是 

让行袁这就达到了此次公益活动 

的效果遥 冶邵煦说遥 

三门县义工开展公益活动 
打造和谐交通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左小玉) 10 

月 8 日袁 重庆市江津区慈善会发 

出叶关于开展 2014 年度慈善双日 

捐活动的通知曳袁该区野慈善双日 

捐冶活动正式启动遥 
根据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办 

公室尧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叶关于开展野慈善双日捐冶活 

动 的通知 曳渊江 津委办 也2010页168 

号冤文件和叶关于规范公益慈善捐 

赠接收和管理的通知曳渊江津委办 
也2013页60 号冤文件的要求袁倡议全 

区境内企业和单位袁 积极响应号 

召袁发动职工参与野慈善双日捐冶 
活动遥 同时袁积极引导和带动其他 

社会团体和个人节约两天开支袁 
自愿用于慈善事业遥 

所有捐赠款由区慈善会统一 

接收袁 并向捐赠单位和个人出具 
叶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曳袁 实行 

专款专户专帐管理遥 区慈善会接 

收各单位捐款后袁 将及时通过江 

津日报尧江津网尧民政局橱窗尧江 

津慈善网袁向社会公布捐款情况袁 
接受群众监督遥 

野慈善双日捐冶活动已在江津 

区连续开展了 8 年袁 共接收捐款 

610 余万元遥 这些善款主要用于开 

展慈善助学尧助医尧助困尧情暖万 

家活动等社会救助活动遥 

重庆市江津区 
2014年度慈善双日捐活动启动 

A圆  圆园14 年 10 月 13 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周小雪冤 近 

日袁 江西省九江市慈善总会举行 

2014 年度 野爱满人间窑助学支教冶 
资助金发放仪式遥 市慈善总会副 

会长尧市民政局局长邓君安袁爱心 

企业民生集团和深圳裕同集团代 

表袁释妙乐特派代表袁受助学生家 

长代表等 50 余人参加活动遥 仪式 

由市民政局副局长尧 市慈善总会 

秘书长王小军主持遥 
仪式开始前袁 王小军就 2014 

年度"爱满人间窑助学支教"品牌救 

助项目进行了介绍袁 通报了慈善 

助学情况袁 捐赠人代表民生集团 

和受益学校九江一中老师分别进 

行了发言遥 随后袁邓君安等为受助 

学生代表发放了助学金遥 
据了解袁爱满人间窑助学支教" 

是江西省九江市慈善总会着力打 

造的品牌救助项目袁 在今年中华 

慈善总会第二届冶 中华慈善突出 

贡献奖野评选表彰活动中袁该项目 

获得冶中华慈善突出贡献渊项目冤 
奖野遥 项目运行机制完善袁以冶冠名 

基金野尧冶项目基金野为依托的劝募 

机制袁 实现慈善筹款效益的最大 

化遥 特别是推行冶慈善阳光班野慈 

善助学工程袁撬动社会善源袁推动 

慈善救助工作由活动引导型向项 

目带动型转变遥 

九江市慈善总会 
发放 2014 年度支教资助金 

初秋袁一路向北袁去向一个只知名字的陌生 

城市要要 要吉林四平遥 火车到达的时候是凌晨 1 

点袁北方的夜袁弥漫着清澈的凉遥 宏泰公司的一 

行 4 人早已在车站外等我们袁 心下觉得过意不 

去遥 第一眼看到的这个城市袁不算太繁华袁却有 

人的热情袁拂去长途行进的疲惫遥 
此行的目的袁 是采访宏泰集团的董事长李 

文顺遥 他的名字袁耳熟能详袁对他的印象袁停留在 

颁奖晚会舞台上的匆匆一瞥遥 
因为陌生袁所以走近遥 

一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了李文顺的办公室袁 
他早已在等我们遥 来时路上能否见到他的疑虑 

顿消遥 近距离见到他袁敦敦实实的形象袁脸上是 

平和的笑容袁就觉得他和家中的乡亲一个模样遥 
他招呼我们坐在茶桌周围袁一一给我们倒茶遥 说 

明来意袁他笑袁说袁一说采访我就说得不好了袁家 

乡的人来了袁咱就唠会儿话袁这样随便遥 他的随 

和袁让气氛变得轻松起来遥 于是袁那个贫穷苦难 

的孩童袁怀揣梦想的少年袁四处打拼的青年纷纷 

从他的经历中跳出来袁 在我们眼前鲜丽生动地 

浮现遥 
李文顺的随和体现在每时每刻袁 作为宏泰 

集团董事长袁他那么忙袁却总是千方百计挤出时 

间来与我们一起喝茶聊天袁一起吃饭遥 那天在水 

库边上吃饭袁有朋友买了点爆米花袁一桌子的人 

拿着吃遥 一颗爆米花从袋子里滚到了桌子上袁没 

有人在意这颗爆米花袁 大家依然热火朝天地说 

着话遥 当那颗爆米花转到李文顺面前时袁他顺手 

捡起它吃掉了遥 依然没有人讨论这颗爆米花袁但 

它却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李文顺的本色性情遥 
因在水库边袁所以餐中有鱼遥 鱼很大袁也很 

美味袁吃饭聊天自是气氛热烈遥 李文顺一边与大 

家聊天袁一边将盘子里的鱼骨一片片挑出来袁不 

好挑的就左右手一起挑袁 他面前的鱼骨便慢慢 

堆起一座小山袁挑得差不多了袁就嘱咐服务员拿 

去与豆腐粉条一起炖了让大家吃遥 他做这些做 

得随意而得心应手袁 像与家人一起吃了顿无比 

寻常的饭袁而他袁如家长一样照顾着大家遥 如同 

在商会餐厅吃饭袁他会端了一盘虾袁微笑着分给 

桌上的每个人曰他下午就在办公室泡上茶袁为了 

晚上聊天时喝噎噎这似乎不是印象中的李文 

顺袁但这分明是真正的李文顺遥 
东北的公路两边袁有许多野生的小花袁点缀 

着漫漫长路的单调袁让人心生温暖与美好遥 李文 

顺在相处中做的这些细微之事袁 也和盛开在东 

北广袤大地的花儿一样袁不张扬袁不夺目袁却永 

远带着光芒袁灿烂一个个平凡的瞬间遥 

二 

李文顺二十多年一路寻梦袁 其中甘苦自是 

一言难尽遥 只是袁如今在他讲来袁却充满了趣味袁 

抹去了辛酸遥 
他讲自己曾经将手中的积蓄赔得 一干二 

净袁即使是那样艰难的时候袁他也从不气馁袁无 

论身处怎样的境地袁 他总有从头再来的力量和 

勇气遥 他总把自己放在低处袁便永远有向上的机 

会遥 在车上与司机师傅聊天袁谈及李文顺袁他说袁 
董事长有时候很不会过袁 酒不喝袁 吃饭也不讲 

究遥 有时他在工地上和工人一起吃饭袁蹲在地上 

吃碗白菜配个馍就是一顿饭遥 有时候他亲自当 

司机袁开车带我们司机班的人一起出去喝酒遥 一 

点也不像个董事长遥 
李文顺用自己一向的低调袁 铺展了一条向 

前的大道袁他在这条无限延伸的大道上袁带着永 

不服输的韧劲袁不折不挠地前行袁几十年风雨兼 

程袁拼得今天彩虹般壮丽的事业遥 当他在我们面 

前侃侃而谈袁讲到精彩处袁神采飞扬袁开怀大笑袁 
那些经过的辛苦袁在笑谈中浮光掠影般飘过遥 他 

说袁就是我今天一无所有了袁我也不怕袁我不就 

还是当年那个背着铺盖卷的农民工吗袁 依然可 

以从头再来遥 
李文顺谈天说地自是随和袁 工作起来也有 

严厉的时候遥 在长春袁 见到宏泰公司的酒店经 

理袁李文顺说袁因为工作袁我也 

有吵她们的时候袁 有时都把她 

们吵哭了袁可她们后来说袁你吵 

我们也不走袁就是觉得你这野老 

头冶还挺好的遥 他笑容满面地讲 

这些给大家听袁 我们自是想像 

不出他严厉时的样子遥 所谓袁刀 

光剑影一路走来袁 却只是个慈 

祥野老头冶要要 要尽管他并不老遥 
李文顺说袁我是个不断为自己造梦的人袁现 

在依然在不停地造梦遥 东北的田间地头袁站立着 

成排的或几株的向日葵袁不论风吹雨打袁只要有 

一方哪怕贫瘠的落脚之地袁就永远仰着头袁以满 

面的阳光袁追逐着太阳的方向与光芒遥 李文顺正 

是一株向日葵袁双脚扎根在大地袁一颗心袁永远 

追逐着梦想的太阳遥 

三 

李文顺和他的宏泰集团在四平已是家喻户 

晓袁作为一个企业家袁他身上总有一些与众不同 

的东西袁触动尧影响着周围的人遥 他讲舍与得袁更 

重要的是袁他一直在率先践行着野舍冶遥 
他建的吉林师大应用工程学院教学楼尧综 

合楼尧图书馆等袁学校要分多年付款遥 看到学校 

的困难袁他一口承诺袁令人难以置信地捐给了学 

校遥 偶尔听说叶赫镇两个村子之间没有桥袁不能 

通行袁他迅速出资袁建成了一座桥袁村民们叫它 

文顺桥噎噎作为林州的孩子袁 李文顺更是故土 

情深袁在家乡做出了数不胜数的善举遥 这一切袁 
从来不是他的一时兴起袁只源于他野总想为社会 

做点什么的冶朴素愿望遥 今天袁当他给我们娓娓 

道来这些经历袁没有炫耀袁有的只是一个普通人 

的质朴之心遥 
我们参观了他的企业袁 在他和他的团队的 

不懈努力下袁他的产业涉及建筑尧酒店尧物业等 

方面袁朝气蓬勃袁而他却把他的现在定位为第二 

次创业遥 他的理想袁 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召唤着 

他遥 李文顺和在四平的河南籍企业家一起组建 

了四平河南商会袁 为豫商在四平搭建更大的发 

展平台遥 而他除了是四平河南商会的会长外袁还 

担任辽宁锦州河南会会长尧 吉林省河南商会常 

务副会长尧河南豫商联合会副会长等职遥 这么多 

远离故土的河南企业家从心里认同李文顺袁他 

在东北的影响力可见一斑遥 这是他多年脚踏实 

地尧诚信做人成长起的魅力大树袁不经意间袁就 

站在了高处袁吸引着四方的目光遥 
东北生长松树遥 松树成长缓慢袁 却内心坚 

实袁四季常绿遥 长白山的松树一棵棵笔直地挺立 

在山上袁枝丫向着蓝天袁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成 

风吹不倒尧雪压不弯的形象遥 李文顺就是东北黑 

土地上的一棵松袁内心坚守着朴素的信仰袁双手 

放飞着理想的风帆袁多年积累袁默默成长袁坚定 

地站立在东北的春阳冬雪下袁 散发着属于自己 

的永恒清香遥 从来不曾诉说袁早已香飘远方遥 
四平之行脚步匆匆袁却是让人难忘遥 李文顺 

从印象中的舞台上走下来袁带着低调的平易袁守 

着正直的信仰袁怀着创业的野心袁擎着不熄的理 

想袁与我们漫步同行这短暂的时光袁让我们从另 

外的角度看到了他的精彩人生遥 
李文顺是一面旗帜袁不论在东北大地袁还是 

在故乡林州袁都散发一种精神袁这种精神带给我 

们长久的思考袁也将伴随他走向更大的辉煌遥 

印象李文顺 
阴 郭玉凤 

红旗渠慈善故事 （九） 

为了帮助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一 

位恶性肿瘤患儿林某筹集医疗费用袁 路桥区 

慈善总会义工分会义工们放弃国庆长假休息 

时间袁举办了一场以野真情凝聚力量 袁爱心延 

续生命冶为主题的献爱心义卖活动袁受到了广 

大市民的普遍欢迎袁以野义卖冶特别的方式来 

欢度国庆遥 

据了解袁通过义工们三天晚上共同努力袁 

共筹集善款 2 万余元袁 将全部捐献给该患儿 

林某袁以帮助他家度过难关遥 罗永祥 摄 

台州路桥区慈善总会义工义卖救助患病儿童 

本报讯 渊胡启敏 王冠宇冤 眼下袁正 

值草莓苗栽培关键期袁日前袁浙江省宁波 

市鄞州区姜山镇陆家堰村村民郁松年正 

在村里的永源慈善扶贫产业基地忙着护 

理幼苗袁劳作之余袁望着自家近 3 亩茁壮 

成长的草莓苗袁75 岁的老郁开心地笑了遥 
老郁是慈善扶贫产业基地项目的受 

益者袁2012 年启动以来袁 全区已建立 18 

个慈善扶贫产业基地袁带动 424 户贫困村 

民致富袁慈善扶贫实现野扶一把冶到野帮一 

片冶的转变遥 
老郁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袁 以前袁一 

家生计全靠 3 亩水稻田养活袁老郁跟记者 

算了笔账袁 最好的年份袁3 亩田收入 5000 

元袁撑破天了遥 野如果年份不好袁还少遥 冶老 

郁说遥 以前袁老郁靠天吃饭袁一年到头的辛 

劳袁挣的钱还不够家用遥 
野也想种点别的袁但不懂技术袁只能空 

想遥 冶因为文化水平低袁没有经验袁老郁想 

致富的想法迟迟无法落实遥 
去年袁 永源慈善扶贫产业基地成立后袁贫 

困的郁松年被列为帮扶对象袁他的 3 亩水 

稻田改种草莓袁经过帮扶袁他的收入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遥 
野1 亩草莓收入平均有 1 万元袁3 亩就 

3 万袁在基地还可以打工袁一天工资差不 

多 100遥 冶老郁掰着指头给记者算起来遥 收 

入提高了袁老郁生活也无忧了袁野现在还是 

我给孩子们补贴家用遥 冶老郁自豪地说遥 
像老郁这样受永源慈善扶贫产业基 

地帮扶的农户不少袁 已有 12 户贫困村民 

受到帮扶遥 
永源慈善扶贫产业基地当家人郁永 

源也是农民出身袁 种有 40 多亩草莓尧近 

50 亩葡萄袁此外还种有水稻尧蔬菜袁在当 

地算是致富能手袁2013 年袁区慈善总会将 

他列为慈善扶贫产业基地袁每年区镇两级 

给予 15 万元的慈善基地资金袁 鼓励他将 

慈善的帮扶效应辐射到更多贫困家庭袁帮 

助更多人脱贫致富遥 
慈善扶贫基地的创立带来了多赢遥一 

方面袁懂技术尧有销路的郁永源义务给村 

民们提供技术指导袁 帮助大家跑销路袁带 

动了大家致富袁另一方面袁形成规模后袁郁 

永源也受益袁不仅订单量大增袁他的野永 

源冶品牌也打了出去遥 
慈善扶贫产业基地救助项目源于野创 

业脱贫扶一把工程冶袁2012 年首建 3 个慈 

善扶贫产业基地袁去年扩增 7 个袁今年又 

新增田旺瓜果尧 炳雷果蔬等 8 家基地袁截 

止目前袁 全区共建有 18 个慈善扶贫产业 

基地遥 几年来袁区慈善总会共向慈善扶贫 

基地投入慈善资金 500 余万元袁先后帮扶 

400 多户贫困村民致富遥 
野变耶输血爷为耶造血爷袁帮助他们脱贫 

致富袁同时他们也在反哺社会遥 冶区慈善总 

会副会长王明德介绍说遥 如今袁致富农户 

正以各种形式回报社会袁进一步扩大了慈 

善帮扶的辐射圈袁500 万元慈善投入带来 

的不仅仅是 500 万元的效益遥 
9 月 16尧17 日袁致富不忘反哺社会的郁永 

源袁 将自己种的 10000 余斤葡萄分装了 

2700 余箱袁 送给了全区各镇乡街道敬老 

院的老人们遥 他说院野重阳节快到了袁用自 

己的劳动果实孝敬老人们袁 特别有意义袁 
这也是我回报社会尧 感恩慈善的一份心 

意遥 冶像郁永源这样打算反哺社会的慈善 

扶贫基地负责人不在少数遥 
庄圆粮食专业合作社的户主庄博袁自 

2012 年起袁 已连续两年捐赠自己种植的 

大米袁每年把一万斤大米送到全区各敬老 

院曰 老蔡瓜果合作社的基地户主蔡永祥袁 
多次将青菜尧萝卜尧葡萄等蔬菜瓜果送到 

当地敬老院曰 任祖芳水果专业合作社尧咸 

祥镇朱建良的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等也 

以同样的方式献出了他们的一片爱心遥 
慈善扶贫产业基地作为慈善救助的 

新方式尧新途径袁实现了慈善救助从输血 

型向造血型救助并重转变尧 从资金型向 

项目型救助并重转变遥王明德告诉记者袁 
下步袁区慈善总会将进一步做大尧做强尧 
做精慈善扶贫产业基地项目袁 将打造一 

批野有特色尧有实力尧规范化尧高效化冶的 

慈善扶贫产业基地遥 

从扶一把到帮一片 

宁波鄞州区慈善扶贫成效显著 
18 个产业基地带动 424 户村民致富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郝立良 杨华荣 周 
万军冤 在慈善募捐救助工作日益常态化 

的情况下袁 作为乡镇级慈善分会如何寻 

求新的突破袁这方面袁江苏省宝应县泾河 

镇慈善分会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袁 他们的 

主要做法是院广发动尧培大户尧树典型遥 
尽管目前慈善募捐工作氛围普遍存 

在不够深厚袁 公民主动自愿捐赠意识不 

强的现象遥 但该分会仍始终把广泛宣传 

发动放在第一位袁 除抓住慈善一日捐进 

行集中宣传外袁 还注重平时利用各种会 

议尧相关活动尧横幅尧标语尧戗牌尧简报尧广 

播电视尧 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和载体进 

行广泛的宣传发动袁 积极营造浓烈的慈 

善捐助氛围袁 增强全社会和全民参与慈 

善捐助的主动尧自愿意识袁从而取得了较 

好的社会效应遥 
慈善募捐工作光靠公民自觉自愿主 

动参与还不够袁 所募资金也很有限遥 因 

此袁 该分会把培植慈善捐助大户作为重 

点来抓袁 对本镇在外地创业的成功人士 

进行排队摸底袁 邀请镇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上门以介绍家乡发展情况尧 支持家乡 

经济尧联络乡情感情为契机袁宣传慈善救 

助的目的尧意义和具体做法袁从而赢得他 

们的理解和支持遥 今年袁该镇曹坝村一村 

民董洪齐任云南阿诗玛文化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在云南尧昆明等地袁 
经过多年打拼袁自身在房地产尧珠宝等行 

业小有名气袁 一次性认捐 50 万元袁 分 5 

年每年 10 万元定向捐赠镇慈善分会袁在 

全镇产生了较好的反响遥 
针对目前慈善救助工作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袁 该镇慈善分会仍然 

把树立慈善捐助典型作为突破 

口来抓袁 江苏宝宇集团董事长 

鲁曙宝尧 扬州凯翔电器总经理 

许继忠尧 宝泰出国劳务公司总 

经理刘跃涛尧 扬州宝杰建材厂 

厂 长 王宝 杰 以 及 众 多 爱 心 企 

业尧 爱心人士袁 多年来一直热心慈善事 

业袁积极主动参与捐赠和救助活动袁该镇 

慈善分会就将他们的事迹在镇设立的慈 

善之星功德榜电子屏幕上常年进行滚动 

宣传袁在全镇上下营造浓烈慈善氛围遥 今 

年全镇利用慈善一日捐这个平台袁 不到 

两个月的时间袁 就募集善款 70 多万元袁 
较往年增长 27.3%袁 为帮助弱势群体袁实 

施助医尧助学尧助残尧助困尧助老尧助孤等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江苏宝应县泾河镇慈善分会 

积极寻求乡镇慈善募捐工作新突破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周兆丰冤 金 

秋 10 月袁是敬 老月袁敬老月期间 

在浙江省青田县的乡村新鲜事不 

断袁10 月 2 日袁青田县吴坑乡塘坑 

村村委会为村里 24 对金婚和 钻 

石婚的老夫妇举办了一场隆重的 

庆典活动袁 纪念他们共同携手走 

过的不平凡的岁月遥 留在村里的 

170 位老人高兴高兴地见证了这 

场庆典活动的盛况遥 
野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袁 就是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冶遥 歌词的唯美 

总让人想到一对老夫妇相濡以沫尧 
携手相伴的美好一生遥 据了解袁吴 

坑乡塘坑村这 24 对老人都已年逾 

古稀袁年龄最大的有 90 岁袁最长的 

婚龄有 62 年遥 他们在村里成家立 

业袁相伴岁月袁相携共勉遥 庆典活动 

上袁村干部为每对老人颁发结婚纪 

念证书和红包袁向他们表达美好的 

祝愿袁祝愿他们长命百岁尧携手到 

老遥 庆典晚会上袁舞蹈尧温州鼓词尧 
京剧尧越剧等丰富的文艺表演让老 

人们乐开了怀遥 
青田县吴坑乡塘坑村村委会 

通过举办这次活动袁 在村里弘扬 

尊老尧爱老的良好风尚袁受到村民 

好评遥 

青田县吴坑乡塘坑村 
为 24 对金婚老人举行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