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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专业法律知识替职工讨公道，到自掏
腰包扶贫济困再到成立长城爱心大本营开展一
系列志愿服务项目，刘长城的爱心道路越走越
长，越走越远，越走越宽阔。作为首届全国文
明家庭的代表和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他曾先
后两次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并获
得第四届“CCTV年度慈善人物”、“助人为
乐”中国好人榜上榜人物、“全国百名优秀志
愿者”、全国首批“优秀五星级志愿者”、
“全国志愿助残阳光使者”等荣誉称号。

3月6日，刘长城在威海高区长城爱心大本
营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阳光始终洒在他坦
然和善的脸上，一如身后那幅金色长城的油
画，满是暖意。

一个沉甸甸的鸡蛋

刘长城的热心肠，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
刘长城的父亲名叫刘玉民，认识他的人都

叫他“好玉民”。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对于需
要帮助的人，总是尽心尽力。“父亲在世时有
时背着东西推着我上山上园，只要看到老年
人、残疾人，他就把我放下来，把人家送回家
里去。我们那时候在学校号召学雷锋，要拥军
属，做好事，给烈属扫雪、挑水。结果下雪天
天不亮，我父亲就把村里每个烈属门前的雪全
扫了，每天天不亮就挑水，给周遭邻居几乎全
都挑满了水缸。我的这帮同学挑得慢，有的同
学跟我抱怨，‘你爸这么弄的话，我们就是想
完成任务，也完成不了了。’”

刘长城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家里要养
活四个孩子，生活拮据，过冬全家靠地瓜度
日。而父亲把休息时复收刨来的地瓜给一个孤
寡老人送了过去。自己家里尚且不够吃，还要
去帮助别人？年幼的刘长城想不通了。父亲
说：“咱都能动，没有了还可以继续去刨，但
这个老人，家里没有人照顾，没有这些地瓜，
可能命都没了。”后来，父亲再去帮老人挑
水，刘长城也跟着，也学着去做。

刘长城13岁那年，父亲不幸离世，家里的
顶梁柱倒了，整个家的担子都落在了生病的母
亲身上，日子更加窘迫，借东家还西家成了刘
长城兄弟们经常去做的事。在生活困难支撑不
下去的时候，给他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村里党
员干部、好心老百姓的帮助。你家一碗米，他
家一碗面，自家孩子穿小、穿旧的衣服也给他
家送来。这些善举不仅帮助刘长城一家在艰难
的时候支撑了下去，更是温暖着刘长城。

“那时候，鸡蛋是个好东西。各家都是卖
了鸡蛋换花生油、灯油，买点家里用的东西。
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吃鸡蛋的习俗，别人家
的孩子也就每人一个鸡蛋，好心人也不忘我
们，这家凑一个，那家凑一个，我们家四个孩
子也总是一人一个鸡蛋，过个端午节。”这一
个鸡蛋，在少年刘长城心中沉甸甸的，格外宝
贵。“小时候的每一幕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我
自己也下决心，长大以后无论我干什么，能帮
助到别人的，我就尽力帮助别人。我的母亲，
现在八十多岁了，残疾人来参加活动拉在裤子
里、尿在裤子里了，我都是用洗衣机洗，但她
嫌洗得不干净，都在盆子里手洗。父母对我的
熏陶和引导，坚定了我一生要做公益、志愿服
务的决心。”

滴水滋润出“涌泉推拿”

1992年，是刘长城公益之路正式启程的一
年。在威海市工会工作的他第一次从电台里听
到了“国际盲人节”。“那时候没听说过还有
盲人节，只记得小时候盲人到村里来唱曲儿，
我当时认为他们比我们还幸福，因为他们唱个
曲儿，还有人管饭，还有粮票。真正到社会上
工作之后才了解到，并不是那么回事。”

得知是盲人节，刘长城下班后撂下手里的
活，在威海市电视台旁边的一个小胡同里找到
了一家盲人按摩店。店老板叫姜新，从烟台盲
校刚毕业。他带着几个盲人，被烟台一家黑店
雇去做推拿，一直扣押了他们三个月，不让出
门。逃出黑店来到威海后，姜新他们好不容易
把钱凑齐租了房子开了个推拿店。刘长城去的
时候，这个店开业不到20天，由于当时大家对
推拿的认可度还不高，没有市场，店里空荡荡
的，还没开张。“我去一看，这些小伙子有的
坐在床上，有的蹲在地下，有的在听小收音
机，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姜新小时候因医疗
事故，双眼严重弱视，右眼基本失明，左眼戴

2000度的眼镜也只有0 . 01的视力。说起他们的遭
遇，姜新的眼泪流了下来。

刘长城感到心酸，他决定必须做点什么。
他把身上仅有的、要用来买电视的三百块钱留
给了他们。那时，刘长城的工资，一个月只有
一百多一点，三百块钱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
姜新模模糊糊能看见，他不肯要，刘长城硬放
在那儿。刘长城告诉姜新：“我现在没有必须
要花钱买的东西，但你们必须要考虑怎么生
存，怎么向下发展你们的工作。你拿着这些钱
给这帮兄弟买点吃的。”

从那天起，一有时间，刘长城就去推拿
店，水、电、暖气坏了，他负责修，夏天的电
风扇、冬天的棉衣也是他来买。他还找到电
台、电视台宣传，在单位给他们拉客源。慢慢
地，按摩店的生意火起来了，三年时间，开了
九个店，推拿店后来改名叫“涌泉推拿”，是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意思。如今，姜新
和当初的几个伙伴生活得都很幸福，而且每人
都帮扶了十几个盲人兄弟。

手拉手搭筑爱心长城

“如果给你三天光明的话，你想做什
么？”“别说给我三天光明，也别说三个小
时，哪怕三秒钟，我能看到女儿长什么样，一
生无憾。”一次盲人节的交流活动，一个盲人的
话深深触动了刘长城的心。看到现场许多人流下
了眼泪，刘长城受到启发，要经常搞这样的活
动，去扩大影响，去带动其他人也参与进来。

在扶助盲人群体的同时，轮椅残疾人群体
的生活境况也令刘长城心忧。盲人虽然看不
见，但是他的手脚是健全的，而轮椅残疾人往
往眼睛能看，做事情却有心无力，经常成为家
庭的拖累。

那时候，刘长城在文登侯家镇挂职，侯家
镇有38个村，刘长城一个村一个村地跑，同50
多户困难群众结成了帮扶关系。就这样，在帮
扶的过程中，好事越做越多的同时，刘长城越
来越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杯水车薪。

以往刘长城帮助别人，都是自掏腰包。但
一个人的经济能力毕竟有限，刘长城开始有意
识地引导其他人踏上爱心之路。一次，刘长城
带一个好朋友去贫困户的家里，朋友受到了非
常大的触动。“以前他打麻将，一晚上输三四
千块钱根本不当回事，现在他资助了人家一千
块钱，人家非常感激，甚至想给他跪下，他突
然觉得自己的形象高大了。”这也激起了刘长
城用行动传递爱的想法。后来，只要有人有意
愿，刘长城都会亲自带他们去贫困户家，每个
去的人都会慷慨解囊。“人心都是肉长的，人
都有好心，需要展示的平台与机会。”

对于平台，刘长城有自己的想法：“打造
平台是为了让大家加入进来，不像传统的模式

那样，捐点钱和衣服，之后就散了。我立了个
规矩，不收钱不收物，别人把钱给我，我不
要。需要帮助、需要搞什么活动，我领着你，
你自己去做，亲力亲为。”就这样，长城爱心
大本营于2008年12月正式注册成立。

“一个人去慢慢熏陶大家，然后带动家
庭，家庭带动社区，社区带动整个社会，力量
就大了。”在建设爱心大本营的过程中，刘长
城深切地感悟到了这一点。

萤火之光，也能给黑夜带来温暖。长此以
往，即使是再微弱的火苗也能够用自身的热量
去点亮更多的人。而且这些光亮在互相传递的
过程中，不仅仅是帮助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对于伸出援手的人同样也是一种触动与感发。
刘长城说：“有很多人在生活上不满足，工作
上没有信心，但当他在照顾、帮助了别人之
后，自己会获得成就感，也会改变看待事物的
态度，对生活更加珍惜。”

但是也有很多人并不理解刘长城的做法，
觉得刘长城是在作秀。刘长城并不和他们解
释，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做自己的事，
这就是最好的答案。很多一开始背地里说他做
样子的人，后来也被他感动，加入了爱心行动
的行列。

在刘长城的感召下，长城爱心大本营从成
立伊始的3个人，发展到拥有登记注册志愿者
4312名，团体会员51家，招募、培训、使用各
类志愿者4 . 1万名，筹集、捐赠公益善款528 . 9万
元，开展公益帮扶活动240余次，植树共计10 . 8
万棵。先后发起、运作志愿服务项目16项，帮
助683名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他们如一块块砖石，夯实着爱心长城的根
基，如一盏盏灯，温暖一个又一个风雨飘摇的
人生。

助残先铸志，“心”先立起来

起初，长城爱心大本营做得更多的还是传
统的志愿服务。谁在医院需要帮助，刘长城带
人去看一看；谁家有困难，刘长城组织人去走
一走、帮一帮。但是慢慢地，他感到这种方式
并不长久。这么多家庭都需要帮助，通过完全
自愿的捐助，这个月给了钱下月能不能继续
给？如果帮助没有持续性的话，还是实质性的
帮助吗？

通过调研和实践，刘长城发现只有通过项
目，才能授人以渔。让困难家庭自己获得创收
的能力，让他们自立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帮
助。于是，“轮椅上的画家梦”的设想在刘长
城的脑海中清晰起来。经过朋友介绍，刘长城
在北京找到了油画大师王砚方，提出想请他到
威海教残疾人画油画，王砚方欣然接受。

可没想到，项目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却遭
到了阻碍。“家中久病无孝子，这些残疾人逐

渐把自己封闭了。我当时在100个残疾人中搞了
个调研，结果触目惊心。有的要自杀，有的人
说无所谓了，活一天算一天吧。为什么会这
样？说明他们感觉到自己活着是受罪的，生活
一天比一天贫寒，天天在家郁闷着，能好吗？
时间久了，家人都对自己冷淡了，出去到社会
上能行吗？他们根本不想出门。”

刘长城意识到，要想让这些轮椅残疾人走
出家门，必须先要解放他们的思想。也就是扶
贫先扶志，助残先铸志，让他们的“心”先立
起来。

他先是利用团队的优势，把残疾人组织到
一起，志愿者用私家车接上他们，一起坐船去
刘公岛游玩。后来又找爱心企业赞助了购物
卡，组织轮椅残疾人集体去超市购物，看电
影。慢慢地，轮椅残疾人愿意出门了，他们开
始去大本营，跟着老师学习油画。零基础的学
员培训一个月，基本就可以在家绘画了。学成
之后每天可以创作一幅画，可以卖到一两百
元。水平比较高的学员，一幅画甚至卖到了
3000元。

苗延平因病导致高位截瘫，心情一度苦闷
彷徨。在家人的关爱和大本营志愿者的帮助
下，他学会了油画，每个月收入几千元。3月7
日，他在家中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我也是
半路残疾，知道很多残友卧在家里，是很凄惨
的。轮椅残疾人行动不便，志愿者们就背着、
抱着，用自家的车拉着残疾人出门，有时残疾
人因为身体状况小便失禁了，志愿者们也从没
有过抱怨。”

后来，长城爱心大本营开展了“轮椅上的
画家梦”项目，苗延平不仅自己去，也鼓励残
友们积极参加。从过去家庭的“包袱”到如今
能够自食其力，苗延平很自豪，“我们不是废
人，我们也能做到自食其力。如果不是大本
营，我们还在家窝着。”

2016年年初，苗延平组建起一个截瘫英雄
互助群，共有20多个人。如今，苗延平从受助
者变成助人者，发挥自己的力量组织残友参加
活动，鼓励大家勇于面对生活，做生活中的英
雄。

公益组织的发展应当有续航性，对于不愿
意学油画的轮椅残疾人，刘长城也想教他们一
技之长。于是，刘长城去找淘宝合作，开辟残
疾人做电商的项目，手把手教他们如何在电商
平台上做买卖，启动了“轮椅上的电商梦”项
目。

栾权从2013年遭遇车祸后就把自己封闭起
来，不愿走出家门半步，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
心。2016年10月，他在长城爱心大本营志愿者
的软磨硬泡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参加了第
一期“轮椅上的电商梦”公益培训，没想到第
二个月，他就拿到了8000多元的佣金。经济上
的自立让栾权一扫压抑在心头多年的阴霾，栾
权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当“轮椅上的电
商梦”再开班时，栾权又来了，只不过这一
回，他不再是学员，而是志愿者——— 协助老师
培训新学员。他说，之所以要这么做，第一是
感恩长城爱心大本营志愿者的无私帮助，第二
是要兑现答应刘长城刘大哥的事，帮助三个残
障朋友脱贫。

在“轮椅上的电商梦”获得成功之后，长
城爱心大本营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盲人的
电商梦”又在加紧运作之中。目前，助残项目
目前已带动593名贫困残疾人达到就业创收，实
现经济脱贫。

刘长城的目标是，从被动“输血”到“造
血”，最终让每个人去给别人“输血”。“小
时候别人给我衣服，我感到温暖。那么在别人
帮助你的时候，是不是快乐？也是快乐，但是
是一种酸甜苦辣的快乐。什么时候有真的快
乐？是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二十多年的公益路，让刘长城深深体会
到：一个人做公益，不如一群人做公益。一拖
三，三拖九，滴水成河润泽万物。长城爱心大
本营也希望，每个残疾人，在固定月收入能达
到3000元以上时，在大本营的帮助下，再去帮
助三个残疾人。把爱传出去，让大家都去做爱
的种子。薪火相传，是长城爱心大本营的理
念。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让每个获得帮助的
人都去帮助别人，把爱心无限地传递下去，从
而影响到更多的人。

温暖的炉火，起自善意的谎言

“一路走来，尽管有辛酸，但我感到更多
的是快乐，因为我在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人

活着一天，应该学会感恩，要幸福快乐地向前
走，成为能帮助别人的人。”源源不断奉献着
爱心的刘长城，离不开家人的陪伴与支持。起
初，不理解刘长城的不仅是外人，家人也一
样。掏自己的腰包补贴别人，刘长城的妻子对
此也非常反对。刘长城经常偷偷瞒着家里人往
外拿钱，自己的收入几乎全送了出去。

侯家镇敬老院，住着八十多个老人。冬天
到了，敬老院没钱买煤。刘长城去探望时，看
到一个老太太正缩着身子用电褥子取暖。刘长
城在老太太面前蹲下，拉着她冰凉的手，心里
很不是滋味。“假如是你自己的父母在这种情
况下，你会怎样？”回想当时的情景，刘长城
依然感到心酸。

但是没有煤，怎么解决呢？他知道家里还
有五万块钱的积蓄，刘长城决定用这些钱给老
人买煤。

“我当时回来给妻子撒谎，我说镇上有乡
镇干部买房，首付差了五万块钱。”刘长城知
道如果实话实说，妻子是不会同意的。妻子是
个老师，当班主任非常辛苦，省吃俭用多年才
存下这一点积蓄。

钱花了，煤买到了。看到敬老院的锅炉烧
了起来，老人能暖暖地过冬，刘长城心满意
足。

刘长城以为钱的事能一直瞒着妻子，没想
到后来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来作采访，把这
件事抖搂了出来。

刘长城说，往外拿钱他不怕，怕的就是上
电视，“我妻子最反感我做个事就上电视、报
纸。这么一弄，学校里的老师见到她就会说，
‘哎，你对象又上电视了’，她有点尴尬。结
果这个电视节目被我大姨子看到了，就打电话
给我妻子，5万块钱的谎言被揭穿了。”

让刘长城欣慰的是，女儿站在自己一边，
“她劝她妈妈，你看咱们一家平平安安、健健
康康多好呀，如果遇到灾祸，有钱有啥用，不
是也不幸福吗？”

在刘长城的感染下，女儿早早加入了公益
行动，拿出自己积攒的全部压岁钱，给福利院
的孩子们订做了唐装。妻子也在慢慢转变思
想，“过年的时候，我们这里有关于留守儿童
的活动，我动员她去。她去一看，这些孩子的
父母有的不在了，有的外出打工了，孩子手上
那个皲，鼻涕吸溜得那个样儿，她自己也感觉
该帮帮这帮孩子。来了几次，她自己主动说：
‘你下次再办班我来。’”

爱心大本营“代际传承”

对于父亲的坚持，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女
儿刘思岑是切身体会最深的人之一。她在接受
采访时说：“从懂事以来，爸爸经常会和我说
爷爷做的一些事情。记得我上初中之后，第一
次去乡下看望那些贫困户，一进门苍蝇成群在
厨房打转，锅碗瓢盆都长满青苔，碗里还有绿
色的汤水，而这间房屋的主人是一个常年卧床
不起的残疾人，当时他看爸爸的那种眼神我至
今还记得，那种欣喜不是因为你给了他物质的
东西，而是有人陪伴的快乐。自此之后，爸爸
去每一个地方都会带着我。帮助别人的快乐，
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学习广播电视编导专
业的刘思岑，也希望以后能多拍一些关于轮椅
残疾人或者盲人的故事，做成微电影或纪录
片，让更多的人去关注。

随着长城爱心大本营的发展壮大，刘长城
希望打造更多有影响力的活动，带动社会风气
越来越好。刘长城感慨：“以往，别人谈论刘
长城做好人好事，多多少少带着一种嘲笑的意
味，而现在变成了慢慢引领着社会的正能量。
现在大家在一起做公益，人们更多地聚在一
起，所有的话题都是志愿服务，每个人想做公
益都是发自内心的，越来越多的人会说：‘我
的孩子也需要参加，你这事儿做得很好！’”

“一支蜡烛的光和热是一定的，但在这支
蜡烛燃尽之前，它去点亮其他的蜡烛，十支，
一百支、一千支，我相信这光芒会比一把火炬
还亮。我的大本营叫长城爱心大本营，我的名
字就叫刘长城，其实我就是爱心长城上的一块
砖，千千万万块砖才能垒成长城。”刘长城的
话温暖而坚定。

2017年11月17日晚，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在中央电视台举行，威海市长城爱心大本营创始人刘长城光荣上榜，跻
身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助人为乐类）之列。3月6日，刘长城在威海高区长城爱心大本营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刘长城：我是爱心长城上的一块砖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王舒

纽约举行
春季珠宝展

2018纽约春季珠宝展
销会上，约400家来自世
界各地的展商现场展卖成
品饰品、宝石及首饰辅料
等。纽约珠宝展销会每年
举行三次，是国际领先的
珠宝专业展会之一。

身穿巧克力
可以吃的华服

比利时布鲁塞尔
巧克力博览会上，一
名模特身穿一件用巧
克力制作的服装走
秀。

伊斯坦布尔糕点节
创造甜蜜艺术品世界

土耳其女糕点师图巴·
格奇格在制作糕点作品“美
女与野兽”中的“野兽”。
土耳其为期两天的伊斯坦布
尔糕点节吸引了大约200名
知名糕点师到场献艺。他们
各显其能，为观众献上一场
美食艺术盛宴。

阿塞拜疆女“排雷工”
能持家能排雷

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
巴赫地区有一群女排雷工，大
多数人受雇于光环信托组织。
与传统的观念不同，这些女性
排雷人员不仅能够持家，而且
在她们生活的社区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一旦完成扫雷工作，
这块土地可以再次安全利用。

刘长城(右)与苗延平在“轮椅上的画家梦”培训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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