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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山水悦江府杯”第十四届富阳十大百姓新闻人物回访

郑蓉

捐建完成不是终点
需用爱心继续守护

杨文浩和孟益华

继续献血继续助人
希望有更多人加入

记者 邵晓鹏 摄影 姜炜

记者 周晓露 摄影 姜炜

杨文浩（左）和孟益华

【事迹回顾】
6 年来，杭州市三八红旗手、杭州市第七
届人大代表郑蓉女士倾尽心血，在富阳的 12
所小学无偿捐建了 12 间各具风格的阅览室，
数万名孩子受益。
2013 年，包括郑蓉在内的 12 位爱玉女
子结成的“妍翠慈社”，决定要在富阳乡村小
学捐建 12 间阅览室。但在两间阅览室建成
不久，因为种种原因，妍翠慈社不再保留，这
意味着她们的约定也随之取消。但是郑蓉
却决心要凭一己之力坚持下去。
捐建阅览室，郑蓉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
是资金——每间阅览室大概需要花费 20 万
元左右，10 个就是 200 万元以上。为了筹足
资金，她不得不变卖精心收藏的玉器翡翠。

【事迹回顾】
6 年来，为了保证阅览室的品质，郑蓉每所学
校都要亲自去许多趟，而且，她从来不麻烦
学校，甚至不喝一口水。2017 年 12 月 15 日，
万市镇小“空谷幽兰”阅览室完工。回杭州
的路上，郑蓉的汽车抛锚了，她在雨夜中受
困于陌生的乡野，想起还要赶回医院照顾病
危的妈妈，号啕大哭。抹完眼泪，汽车修好，
她照样继续在杭州和富阳之间两头跑。
2018 年暑假，最后两间阅览室即将完
成，5 月，郑蓉特意请了杭州市歌《梦想天堂》
的词作者应豪为这 12 间阅览室创作了歌曲
《小小书房》。在每间阅览室的墙上，也都挂
有她亲自撰写的、给所在学校孩子的一封
信，鼓励孩子们用心阅读。

【近况回访】
“如同赤子，胜似晨星。”对 12 间阅览室，
郑蓉用了这 8 个字评价，她说：
“ 每间阅览室
都是我的孩子，我都很想念。”所以她打算再
一一走访 12 间阅览室，
“看看使用情况，如果
先建成的那几间有桌椅损坏了，我还可以增
补”。这大半年来，她又去看了受降小学的
“林籁泉音”、富春三桥小学的“蝶舞芳华”、
大源镇育才学校的“凌霜傲雪”和高桥小学
的“泛舟书海”
。
这 4 间阅览室里，
“ 泛舟书海”是最先建
成的。
“ 学校使用得很好，2015 年完工，现在
还像新的一样。”郑蓉笑着说，特别是阅览室
主体墙上的那幅主题油画，一点都没褪色。
她了解到，阅览室全天开放，
“我特意和每所
学校的校长说过，不要给阅览室上锁”。
去学校的时候，也会遇到同学们正在阅
读，郑蓉会趁机和孩子们交流互动。在“蝶
舞芳华”，她问同学们：
“ 你们为什么喜欢这
里？”她对孩子们的回答记得清清楚楚，
“孩
子们回答了很多，有些说这里很宽敞很漂
亮，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孩子说，因为家里很
小，灯很暗”
。
12 间阅览室捐建完成，郑蓉并没有停下
公益的脚步。她说，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她
要用余生的时间守护好这些阅览室。但是
由于精力和能力有限，
“我很遗憾，只能选择
3 所学校奖学助教”
。
郑蓉选的第一所学校是大源镇育才学
校。
“ 这所学校的学生大都是民工子弟。”她
说，接下来的每一年，她都会拿出一笔钱作
为奖学助教金发放给育才学校的师生们，

“今年已经筛选出了近 500 名学生，还有近 60
名老师，奖励金额总共大概 9 万元，如果有特
殊情况的孩子，
我还会增加金额”。
郑蓉还亲自设计制作了励志信封用于
装奖学金与寄语卡。
“ 信封上是一幅非常雅
致的荷花图，创意来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
《小池》。寄语卡的颜色是湖水蓝，两边是荷
花形，上面印有著名思想家荀子《劝学篇》中
的名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她介绍说：
“荷花别称水芙蓉，
所以这也代表着我。
”
第二所学校是松溪小学。郑蓉小时候
是体育特长生，深知体育生的不容易，所以
当她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松溪小学校长袁立
成发的学校啦啦操队的消息时，就和袁校长
联系，决定每年为啦啦操队队员发放两万元
的营养补贴。
第三所学校是富春三桥小学。
“ 三桥小
学周边都是稻田，中间是学校，我很喜欢这
样的环境。”她说。在捐建“蝶舞芳华”的过
程中，她发现学校布置得很雅致，到处有诗
词，所以，她打算在这里每年举办一次作文
大赛，
对获奖学生进行奖励，
一共两万元。
此外，今年 1 月，郑蓉在微信朋友圈看到
本报举办的大型公益活动“为贫困儿童圆过
年心愿”后，主动提出每年给“圆梦儿童”活
动提供 1 万元奖学金。当得知一位孩子想考
永兴中学时，承诺如果那位同学将来考上永
兴中学，每年的学费由她来出。1 月 27 日，郑
蓉与她先生从北京赶到了公益活动现场，亲
手将奖学金交给孩子们。

【记者手记】
记得第一次知道郑蓉，是在评选 2017
年度富阳教育十大人物时，当时，并不是很
了解郑女士，只是知道她正在为富阳的小学
捐建阅览室。没过几个月，在最后一间阅览
室即将建成时，得到了采访她的机会。
说是采访，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听郑
女士讲述她的故事。她从“妍翠慈社”说起，
谈到捐建的初衷、慈社解散后她独自完成捐
建承诺的决心、设计建设过程中的种种困
难，最后再到即将捐建完成的感怀。除了深

深的敬意，
还有对她的心疼。
12 间阅览室都已捐建完成，按理说，这
就是个终止符了。但是，郑女士说，这些阅
览室都是她的孩子，她还想继续守护她们。
所以，她选择在其中的三所学校奖学助教，
继续做公益。
她说，她今年 54 岁，打算再做 14 年奖学
助教，加上前面的 6 年，一共 20 年。我们约
定，到了那时候，再来聆听快 70 岁的她讲述
她和这些阅览室的故事。

杨文浩，1977 年 12 月 18 日出生，中共党
员、退伍军人，新登镇官塘村村民。从 1999
年开始献血至今，累计献血 196 次，献血量
152400 毫升，相当于 31 个 60 公斤重人体的
全部血液，是富阳区献血状元。在 1998 年的
九江抗洪中，战友受伤，他献上 200 毫升血，
自此，
“献血就是救人”的观念在他心里根深
蒂固。在部队时，他坚持献血，退伍后回到
新登老家，即使交通不便，他也定期去杭州
献血，
还带动家里人、
村民一同献血。

孟益华，福建浦城人，1969 年 5 月 19 日
出生，中共党员、退伍军人，现为富通集团有
限公司员工。从 1999 年献血至今，累计献血
189 次，献血量 135600 毫升。1999 年 5 月 19
日是孟益华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当
天，他开启了自己的献血之路。自此，只要
在能力范围内，孟益华都会全力帮助别人。
他说：
“ 我们希望每一位健康者都能加入到
无偿献血队伍。
”

【近况回访】
过完年，孟益华献血次数已上升至 197
次了，每月捐献两次成分血，他一回也没落
下。他脑中像是设置了个定时闹钟，献血
的日子一到，就会及时提醒，让身心各方面
都做好准备。
厨中有肉，瓶中有酒，是春节期间家家
户户的常态。但一年难得回一次老家的孟
益华，仍是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饮食方面
也有所克制。他说，一旦饮食过于油腻，又
缺乏运动，
弄不好献的就是“猪油血”
了。
孟益华从不敢放纵自己，他知道需要
帮助的人太多了，他要尽量保证每次献血
都是成功的。原本春节后第一次献血是从
蒲城回富阳的当天，但那一天他开车时间
超过 9 个小时，他心里明白，休息不好可能
会造成献血失败。
“ 我马上调整，睡了十几
个小时后再去献血。”20 年的献血经历，他
深知何种状态最适合献血。
除了坚持献血外，孟益华只要有空闲，
就会参加献血相关的公益活动。他说，自
从入选第十四届富阳十大百姓新闻人物以
来，许多平时不联系的同学都来给他投票、
点赞，因为献血他获得了更多的尊重，他也
希望发挥自己的作用，促进献血事业的发
展。
孟 益 华 也 看 到 ，献 血 事 业 的 不 断 进
步。2 月 17 日，他到大润发的献血车上做志
愿者，他说当天一共有 56 人献了血。
“ 前几
年，可能只有二三十人，现在都翻倍了，说
明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献血意识。”这离不开

像孟益华这样的献血人士的付出。
与孟益华有所不同，杨文浩这段时间
并未选择在献血路上一直奔跑，而是在适
当的时机停下了步伐。他说想要休息休
息，近来忙于工作、照顾家庭，希望调整好
状态再出发。
但无论献血数字是否停留在 196 次，他
都成为亲戚、朋友口中的“献血达人”，是学
习的榜样。在同学眼中，平日里不善言辞
的杨文浩，坚持默默做着不平凡的小事，是
个可敬的人。杨文浩回忆，春节期间，同学
聚会，有人用羡慕的口吻说“真羡慕你能献
血，可惜我身体不好，献不了”。杨文浩第
一次意识到，健康的身体如此重要，他要更
加珍惜每一次献血，尽可能多地去帮助需
要的人。
这期间，杨文浩也未忘记自己是名献
血事业的宣传者，一有机会就来个现身说
法，鼓励身边人加入到献血队伍中来。杨
文浩表示，献血只会越献越健康，自己就是
最好的一个案例。
“ 我献了那么多年，身体
很好，
也生了二胎。
”
两位献血“达人”碰面会擦出怎样的火
花？因献血而结识的二人，交流最多的是
当兵的经历，回忆当年意气风发的岁月，两
人感慨良多。
“碰到许多献血人士都是当过
兵的人，身体素质好，也愿意奉献，要感谢
部队对我们的培养。”退伍军人是他们引以
为傲的身份。

【记者手记】
孟益华听说杨文浩服役时是步兵，连
声 说“ 步 兵 训 练 最 苦 了 ！ 每 天 要 走 很 多
路”。杨文浩撸了撸袖子，笑着说，那个时
候，每天背着三四十公斤的装备，上午跑 5
公里，下午跑 5 公里，脚上的鞋子没几天就
穿破了。
经历是苦的，回忆却是甜的，再提起当
兵之事，二人都充满了感激，是部队培养
了他们的自律，让他们学会做一个纯粹的
人。20 年的献血之路，他们曾担心过会损
害身体健康，也曾遇到过家人与朋友的不
解，但等他们拨开一些迷雾后，心中只有

一个简单的想法，那就是多献血，多帮助
别人。
无论他们获得多少荣誉，都是平凡的
普通人，只是这两位普通人比别人多一点
毅力、多一点自律，勇于向抽烟、喝酒、熬
夜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说不，所以近 200
次的献血没有一次是失败的。
自律者自由，孟益华和杨文浩用对自
己的严格约束换来了献血的自由。其实，
每一位平凡的普通人，都不妨试试用自律
来改变自己，说不定几年之后你也成为了
某个领域的“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