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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借出出车车的的热热心心大大爷爷，，请请您您来来领领奖奖
为表敬意，本报联合阿里公益向您颁发一万元奖金

本报济南8月27日讯（记
者 许亚薇 马云云） 本报8
月27日A08版刊登了《因为这
个人，我更爱这个国家》一文，
一时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
注，不少人发出感叹，济南老大
爷好样的！

8月27日，“济南通”美国
著名历史学家、威斯康星大

学荣休教授鲍德威在接受采
访时，又一次声情并茂地讲
述了让他温暖的“自行车条
约”。提起自行车的故事，鲍
德威兴奋地说：“这真是太奇
怪了！”看得出，他所说的“奇
怪”，其实是表达了自己的惊
喜与感动。

鲍德威讲述了23日那天的
情景：“乘错公交车后，我一个
人下车走路的时候看到一个六
十多岁的‘年轻人’，比我年轻。
我刚开始没有注意到他，结果
三四分钟后他还在那里，骑着
自行车。”

随后，鲍德威主动跟济南

老大爷说了一句“你好”。后来，
两位老人一起步行到山东大
厦，然后签订了“口头”的“自行
车条约”。其实，除了“自行车条
约”，鲍德威还坚定地遵守着

“尊重他人隐私”的条约。虽然
人们都好奇济南老大爷到底是
谁，他却并没有透露任何关于
老大爷的个人信息。

69岁满满正能量的济南老
大爷热情好客的行为，让鲍德
威更加热爱中国，热爱济南。这
个发生在济南街头的“自行车
条约”故事，不但温暖了鲍德
威，同样也让国人感动和自豪。
为了向老人表达一点敬意，也

希望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人与人
之间情义的宝贵，阿里公益联
合齐鲁晚报想为您颁发一万元
正能量奖金，希望老人榜样可
以像一个火把，点燃激发更多
的正能量。

阿里公益表示，这是老人
应得的奖励。如果老人不方便
接收，阿里公益也会尊重他的
意愿，将这笔奖金作为公益金
去奖励或帮助其他的人，让正
能量传递起来。

济南热心老大爷，您在哪
里？如果您看到我们的报道，请
尽快拨打本报96706热线与我
们取得联系。

本报记者 许亚薇

中午选择吃中餐，能说一口
流利的中文，并时常用中文说笑
话逗乐周围的人，除了与济南老
人的这段“自行车奇缘”，美国著
名历史学家、威斯康星大学荣休
教授鲍德威与中国有着不解的情
缘。从选择博士论文题目，到研究
义和团运动，鲍德威的视角从未
离开过山东和济南。鲍德威说，对
中国历史最大的兴趣点就在山
东，在山东的城市和农村。

博士论文题目

就选择了济南

鲍德威与中国产生不解之
缘，始于大学时代。“年轻的时候，
我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学的
是中国历史，可是那时候美国人
还不会到中国来。”8月27日接受
采访时，鲍德威说，后来又在台湾
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呆
了三四年，学习中文，进行学术研
究。

直到读到博士学位，鲍德威
开始觉得应该找一个具体的城市
去研究，写关于中国的城市历史。
几经考量，鲍德威选择了济南。

“一方面济南没有被殖民过，更重
要的是，1904年，济南在袁世凯时
期就已经开埠。”鲍德威解释道，
博士论文就是写的1904年到1937
年的那段历史。

凭着对济南的热爱，后来，鲍
德威的博士论文变成了一本书，
就是那本著名的《中国的城市变
迁：1890-1949山东济南的政治
与发展》，关于研究济南的意义，
书中这样写道，“我把近代济南作
为19世纪工业城市的一个典例。
在这个意义上说，济南已经具备
了作为工业城市所应具备的一切
素质，我认为它是一个‘历史显
影’。”

“这是美国人写中国城市比
较早的一本书。从那个时候到现
在，渐渐地有其他学者开始涉足
书写中国城市。”鲍德威谦虚地
说，写得比我好的人有很多，像有
人写天津、汉口、上海这些城市。

第一次来济南时

路上的孩子发出惊讶声

虽然一直在书写济南的历
史，可直到1974年，时年38岁的鲍
德威才第一次踏上济南的土地。
那一次，鲍德威是跟着旅行团一
起来的。

“我不想跟着旅行团一起行
动，想自己一个人转转。”鲍德威
笑着说，1974年那次济南之行，他
选择自己一个人行动，想随便逛
逛，看看济南这座城市到底是什
么样子。

在1974年，一个“随便逛逛”
的外国人行走在济南的马路上，
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大人还
比较矜持，可是孩子们看到我
就表现出真实感受，四五个孩子
跟在我后面发出惊讶的声音。”鲍
德威说。

更让鲍德威记忆犹新的，是
有的市民甚至会报告派出所，告
诉警察有外国人在路上走。

“后来又多次来到济南，发现
这里慢慢发生了很多变化。”鲍德
威说，这里的人们不再是不与外
国人说话，会有人主动与我说话，
就像借给我自行车的济南热心
人，还有这次大会的志愿者，英语
说得也很不错。

在鲍德威看来，四十年过去
了，济南盖起了新大楼，建起了新
工厂，人们开上了进口汽车，但最
难得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
得更加融洽。

本报济宁8月27日讯（记者
姬生辉 苏洪印） 由于有

福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原本定
于27日进行的手术提前至26日
晚，专家为小有福实施了开腹
手术并果断采取了针对性治
疗，目前孩子身体出现明显好
转，已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

通监护病房。手术的成功让所
有关心有福的好心人倍感欣
慰，大家也盼望，在孩子最需要
陪伴和关爱的时刻，有福的亲
生父母能够回到他身边。

26日晚7点58分，有福被推
进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手
术室，专家紧急实施了开腹
手术。打开孩子腹腔后，专家
发现有福的病情并非为之前
诊断的先天性肠梗阻，而是
在小肠下端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肠黏连，这正是孩子进食
后无法排便，腹胀状况越发严
重的症结所在。

手术中，专家及时将黏连
的部分进行了处理，目前肠道
基本通畅。“专家告诉我们，孩
子并非先天性无肛门，而是
由于与大肠连接的直肠太过
狭窄，导致大便无法排出。”
上海小希望之家青少年关爱
服 务 中 心 一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26日晚上10点左右，手术
成功的小有福被送往病房。
与往常不同的是，医生将孩
子安排进了普通监护病房，
而不是从前的重症监护室。下
一步，待孩子身体状况稳定后
将实施第二次手术，对小有福

的直肠进行扩张，以恢复排便
功能。

远在北京的好心人杨艳玲
闻听孩子手术成功也松了一口
气，为给有福提供更好的治疗
保障，她决定将她发动朋友、同
事和所在企业筹集的4 . 8万元
的爱心款善款转入上海小希望
之家青少年关爱服务中心账
户，将此作为有福的专用治疗
款项。“目前，虽然我已经停止
接收捐款，但很多朋友仍询问
捐款事项，朋友们对孩子的关
心让我收获了满满的感动。”杨
艳玲说。

““有有福福””渡渡难难关关，，手手术术成成功功恢恢复复良良好好
医生诊断其并非先天性无肛门，二次手术即可恢复排便功能

“济南通”鲍德威：

四十年过去了

济南人与人更融洽洋专家结缘济南老人

“自行车之约”引网友点赞
纷纷讲述与济南“爱的故事”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许亚薇

27日本报有关两位老人“自行车之约”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网络上点赞声一片，同时激发不少网友讲述自己与济南之间爱的
故事。

广海的天空：两个陌生人的信任和友谊。
DDDD913：身在孔孟之乡的山东人就是很实在。
戏说哥：一件非常不起眼的小事感动了外国人，也感动了阅读

的你我，相信一定会感动所有善良的人，这就是“爱”的魔力！
刘鲁斯六六六：还记得初到济南上学时迷了路，跟个大爷问路，

因为他的济南话我实在听不懂，他就直接带着我走了几里路到目的
地。走过这么多地方，好像只有济南能真正给人宾至如归的感觉。

阿里公益写给济南老大爷的信

为外国友人递上“情暖泉城”名片

致一位不知道姓名的济南
老大爷：

您好。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关于您

和鲍德威先生有一个温暖的
“自行车约定”的报道——— 两个
相隔半个地球的老人，在济南
的大街上偶遇，素不相识却像
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友。得知鲍
德威先生参会出行不方便，您
慷慨地把自行车借给了他。

这个看似微小的举动，却
饱含着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
深深感动。自古齐鲁多侠士，慷
慨且仁义。自古齐鲁多好客，热
情重礼仪。我们为您点一个大
大的赞！

您在借给鲍德威先生自行
车的同时，也向国际友人递上
了一张“好客山东 情暖泉城”
的名片，更展示了一个普通的
中国老人善良、朴实、热心肠的
形象。正如鲍德威先生所说，

“因为这座城市，我结识了一个
人；因为这个人，我更加爱上了
这个国家……我爱这个有着巨
大潜力、蕴藏惊人能量、高速发

展着的中国，更爱这里热情、好
客、自信、知礼的中国人。我愿
将这个‘自行车约定’写进我的
日记，写进我的济南之旅，写进
我之后的生活。”

是的，这就是温暖的力量。
我们感动，更感到自豪。我们希
望您的榜样可以像一个火把，
点燃激发更多的正能量。

我们也要感谢鲍德威先
生。感谢他向我们分享了这样
一个温暖的故事。

我们想对更多看到这封
信的读者说，让我们一起点燃
泉城的正能量，点燃齐鲁大地
的正能量，点燃整个华夏大地
的正能量。让小而美的正能量
沿着自行车的轨迹，跨越国
界，滚动起来，驶进更多人的
心间。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有一
句口号，“你怎样，世界就怎
样。”愿好人一生平安，愿世间
有更多温暖。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项目
组2015年8月30日晚杭州

我 要 去 山 东
大厦，我坐错了
公交车。

山东大厦也
不远，我陪你
走过去吧！

上年纪的人，跟着挤
公交多不方便，不如就用我
的自行车吧，想到哪骑着车

就去了。

鲍德威 济济南南老老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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