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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凡人歌·山东十大凡人善举”评选启动

向向他他们们的的善善举举表表达达你你我我的的敬敬意意

本报济南12月13日讯（记
者 范佳） 在每一季春夏秋
冬寻找那些直抵心间的感人
故事，在每一个冬天举办凡人
善举评选，向那些凡人英雄致
以崇高的敬意。12月14日起，
由齐鲁晚报和山东省脐血库
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凡人歌·

山东十大凡人善举”评选活动
正式启动。今年齐鲁晚报特别
邀请知名文化体育界人士范
冰冰、黄晓明、黄渤、杨方旭、
睢冉等为本届活动助阵，点赞
凡人善举，欢迎读者网友积极
参与评选。

自2011年以来，由齐鲁晚
报精心打造的公益栏目《凡人
歌》，以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宗旨，扎根基层，发
掘齐鲁大地上涌现的“寻常人、
不凡事”。2016年，《凡人歌》发
稿百余篇，发掘基层典型人物

近百位。经过活动主办方初选，
16名基层典型成为本年度“凡
人歌·山东十大凡人善举”的获
奖候选人。

在候选人中，包括济南
“最美人墙群体”自觉站成一
道“墙”，防止过往车辆对受
伤倒地男子进行二次伤害；
包括山东临沂张家寨村农妇
霍保凤被确诊为宫颈癌，家
里没钱治疗却将捡到的16万
巨款物归原主，自己不久离
开人世；还包括济宁市自闭
症患儿妈妈李娟，花费500多

万 自 建 一 所 自 闭 症 康 复 中
心，帮助更多孩子康复等感
人至深的事迹。

为了致敬这些做出不凡
善举的山东好人，更广泛地
弘扬社会正能量，12月14日，
齐鲁晚报将16位候选人的事
迹一一刊发（详见A10、A11
版），同时启动十大凡人善举
评选活动。您可以扫描二维
码或者登录齐鲁晚报官方客
户端齐鲁壹点，为1 6位候选
人投票。欢迎网友、读者踊跃
参与，通过壹点等平台与我

们互动，就本次评选活动发
表您的看法。

本报将综合统计各个平台
的投票情况，最终评选出今年
的山东十大凡人善举，并对获
奖者进行表彰。

本报记者 范佳

六年间本报报道
423件“凡人善举”

自2011年齐鲁晚报推出
“凡人歌”栏目以来，目前已报
道正能量稿件近600篇，报道

“凡人善举”423件。尤其近三年
来，报道人物数量每年都在85
人以上。

六年来，齐鲁晚报的“凡人
歌”报道遍布全省十七市，这些
凡人善举中，济宁有61件、济南
57件、烟台49件、青岛40件、聊
城37件、菏泽33件、临沂23件、
潍坊22件、泰安22件……

在 齐 鲁 大 地 的 各 行 各
业、每处角落都在演绎着无
数动人的故事。在济南，公交
车驾驶员董丹面对30厘米的
长刀临危不惧，救下一车乘
客性命；在济宁泗水，84岁老
人苏远宝照顾104岁继母；在
临沂，陪儿子过儿童节时遇
到有人落水，好的哥李学国
急流救人遇难；在德州，儿子
离世前收万元捐款，他的父
母想寻爱心老人尽孝；在潍
坊，小伙王会斌双手被砍伤
仍死死摁住小偷；在聊城，35
岁民警周坤春节执勤倒在岗
位上……

除了个人善举，“凡人歌”
还报道了不少爱心公益组织。
2014年，栏目特别开辟了“寻找
公益组织”专题，聊城市民刁海
刚发起公益顺风车、青岛企业
家成立国内首个帮扶服刑人员
未成年子女的公益组织、东营
志愿组织“海蓬”匿名累计帮助
困难家庭超3000户等，传递着
社会的爱和力量。

凡人歌见义勇为题材
多集中在济宁滨州

齐鲁晚报报道的423件凡
人善举几乎涵盖了各种善举类
型。其中助人为乐112件、社会

公益95件、见义勇为71件、敬业
奉献55件、孝老爱亲44件、自强
不息18件、拾金不昧13件、诚实
守信10件、知恩图报5件。

记者梳理发现，六年来的
“凡人歌”稿件中，助人为乐题
材多集中在济南、济宁、德州、
青岛、滨州；孝老爱亲题材多集
中在济南、菏泽、青岛；见义勇
为题材多集中在济宁、滨州；敬
业奉献题材多集中在济南、济
宁、莱芜；诚实守信题材烟台、
威海较多……

对此，山东大学社会学教
授马广海表示，受农耕社会
留下来的山东传统文化的影
响，山东人的骨子里有着朴
实、忠诚、憨厚的特质。尽管
胶东沿海地区是海洋文明，
更具开放性，但从一定程度
上，鲁西南地区和胶东地区
又有不少相像之处。

“胶东人常和大海打交道，
性格上有刚强、彪悍的一面。鲁
西南地区受孔孟、水浒文化的
影响，也容易形成相似的性
格。”马广海说。

在诸多善举中，不仅有无
私奉献、舍己为人，还传递着感
恩情怀。2014年9月13日，齐鲁
晚报报道《救命恩人呐，我找
了你五年》，五年前日照市莒
县王西庆8岁的儿子在青峰岭
水库玩耍时，不小心滑入水
中。危急时刻，一名在旁钓鱼
的男子及时下水施救，儿子才
逃过了鬼门关。遗憾的是，由
于当时急着去医院救治，没顾
上向救命恩人索要联系方式，
更不知姓甚名谁。王西庆苦寻
五年，以车牌号为线索终于找
到了救命恩人——— 潍坊高密的
张致彬。

2013年1月，齐鲁晚报报道
《为还50元老账，老人奔波万
里》，王广聚老人35年前曾借朋
友钱未还，35年后特地从新疆
赶到滕州了却心事。而在沂南
县城，21年前被环卫工收养的
大学生陈蒙恩，如今陪母扫街
报恩。

追踪稿能占1/4
让善举持续发酵

每年的“凡人歌”栏目稿件
中，后续追踪稿件占到1/4，感
人至深的善举一经报道，很快
引起社会的关注，凝聚起社会
爱心，解决新闻人物的困境。

2015年3月，本报报道了台儿
庄旗杆村拾荒救父的九岁男孩
孙延彬，他的父亲突患白血病，
家里顿时陷入困境，懂事的孙延
彬在严冬出门拾荒，三个月挣了
267 .3元钱，感动了很多人。经本
报报道后，大量爱心人士捐款捐
物，短短几天延彬一家共收到捐
款约30万元，解了全家燃眉之急。

此外，凡人歌报道的不少
人物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批示，成为各界模范。如坚守南
沙21年的山东籍老兵李文波、
坚持助学的九旬拾荒老人刘盛
兰均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以
身挡车救助伤者的龙口女孩刁
娜、跳河救人牺牲的二炮军官
沈星获评全国道德模范。

而在2012年，42岁的济宁
协警丁曙光勇斗俩抢包劫匪的
事迹经本报报道后，在社会上
引起很大的反响。当年2月，丁
曙光被济宁市评为“见义勇为
先进分子”，中央电视台《新闻
联播》在“最美的中国人”栏目
中也对此做了报道。

最让山东人关注的还有
2013年10月12日，本报报道北
京一商场发生大火，两山东籍
消防员刘洪坤、刘洪魁不幸牺
牲。之后本报展开了连续一周
的追踪报道，《战友火场筑人墙
送英雄》、《刘洪坤、刘洪魁被批
准为烈士》、《忆山东兄弟 传
英雄壮举》、《直到牺牲，家人才
看到军功章》、《多家医院愿为
英雄女儿免费治病》、《3000余
人为烈士送行》、《烈士魂归故
里，十万乡亲送别》等多篇稿
件，带着读者关切的目光，送走
英雄最后一程，也引发全省人
民对他们英雄壮举的致敬。

6年间600篇“凡人歌”遍布全省十七市

平平均均每每三三天天就就有有
一一曲曲善善歌歌温温暖暖人人心心

数说山东“凡人善举”

感动你我，温暖世界。回顾“凡人歌”六年来的成长历程，近600篇稿
件、423件凡人善举，描绘出一幅汇集全省十七市凡人善举的感人图卷。在

“凡人歌”里，平均每三天就有一篇稿件传达善意，温暖人心；占总数1/4的
追踪稿件，也让正义和善意持续发酵，引领社会崇善风尚。

自2011年齐鲁晚报
推出“凡人歌”栏目以
来，目前已报道正能量
稿件近600篇，报道“凡
人善举”423件。

另有占总数1/4的
追踪稿件，也让正义和
善意持续发酵。

十七市“凡人善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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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件
5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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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件
3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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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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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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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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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凡人善举”分布

多集中在济南、济宁

德州、青岛、滨州

助人为乐

112件

多集中在济宁

聊城、青岛

社会公益

95件

多集中在

济宁、滨州

见义勇为

71件

多集中在济南

济宁、莱芜

55件

多集中在济南

菏泽、青岛

孝老爱亲

44件

多分布在济南、临沂

聊城、烟台、威海

自强不息

18件

敬业奉献

主要分布在济宁

临沂、烟台

13件

烟台、威海较多

诚实守信

10件

主要分布在临沂、德

州、枣庄、青岛、日照

知恩图报

5件

拾金不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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