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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2月到1997年7月

人 物 访 谈小城一夜黄旗飘

“我们与你同行，阳光下叠印成

同一个身影；我们与她同行，岁月中

共度那每一个节令。走出荒漠，走进

绿荫，走向春天，走在黎明。千人同

行，万人同行，我们与爱同行。”每年

10月份，当这首歌曲《我们与爱同行》

在中山大地上响起时，中山人就知

道，一个特殊的节日要如约而至了。

义演、义卖、募捐……历时 4个多月

的全市性公益活动，最后由元宵日的

“慈善万人行”推向最高潮。

1988年是慈善万人行活动的源

头。那一年1月份，被誉为广东“四小

虎”之一的中山升格为地级市。这只

“初生之虎”怀揣希望和梦想站在新

的起跑线上。富裕起来的中山人开始

追求精神和文化的更高境界，1988
年 2月 15日，中山文化人策划组织

“敬老万人行”启动。次年，它易名为

“慈善万人行”。30年栉风沐雨，历练

成长,中山人爱的脚步从未停歇，慈善

万人行累计募集的资金超过 14个
亿，募集资金参与修建医院、学校、敬

老院100多个公益项目建设，援助市

内外赈灾 40多次，为百万困难群众

提供了及时有效的综合援助。

一夜黄旗飘 卅载慈善行
1988年中山升格地级市，富裕起来的人们“缘起敬老，因爱成行”

1988年 1月，刚刚撤县设市
五个年头的中山经国务院批准
升格为地级市，中山人欢欣鼓
舞。2月 6日，时任中山市市长汤
炳权在中山国际酒店对来自省、
港、澳60多个新闻单位的记者高
兴地宣布：1987年，中山市国民
生产总值达到38亿多元人民币，
中山人提前 13年实现比 1980年
翻两番的目标。当年，中山城乡
私人储蓄余额达15.6亿元，人均
1400多元。中山和南海、顺德、东
莞四县市，成为享誉中国的珠江
三角洲“四小虎”。

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
知荣辱。也是在那时，中山市政

府提出了“娱乐升平迎新岁，太
平盛世敬老人”的迎春主题，还
专门召集一批文化界的人士进
行讨论研究。最后决定借鉴香港

“公益金百万行”的经验，举办一
个能让市民积极参与、自觉投入
的活动。最终，“中山市88敬老万
人行”的方案就这样敲定了。

1988年2月15日（农历年廿
八）晚上，成千上万的市民集中
到岐江桥的东桥头，准备参加

“万人行”的起步礼，心中盼望着
观看一场荟萃民俗文化的大汇
演是何等的精彩。他们万万没想
到，他们会开创一个新传统——
此后，中山每年都以这种全民参

与的方式，演绎一个城市的博爱
和谐的新文化、新传统。

从1989年起，万人行活动由
中山市红十字会牵头主办，易名
为“慈善万人行”，旨在传承博
爱，而且确定“万人行”活动的举
办时间为每年大年初七——人
日晚上。充分利用休息日时间，
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机关干部，
抑或维持秩序的警察、工作人
员，全部都是义务来参加的。各
种措施、方案、实施细则等经过
一年年的积累、总结、完善，如今
已形成了一整套从宣传、募捐、
安保、后勤等成熟的程序。

慈善万人行的成功之处还
在于其从一开始就融入了许多
文化性、观赏性、互动参与性的
元素。敬老万人的发起人欧白石
就表示，中山是民间艺术之乡，
许多乡村都有拿手的传统技艺，
舞狮舞龙、飘色鹤舞等，在省港
澳享有名声。首届万人行中最闪
亮的民间艺术表演就是起湾金
龙，在舞动间颇具气贯长虹之
势。到了第二届“万人行”举办之
际，中山各镇区的民间艺术队伍
纷纷报名参加，一些之前曾经销
声匿迹的传统民间艺术得到了
重新发掘，呈现出昔日的光华。
如黄圃飘色，古镇六坊云龙，沙
溪的鹤舞，许多民间艺术经过每
年慈善万人行这个大舞台的培
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甚至得以成功申报成为国家级、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慈善需要精神的力量，更需
要经济的保障。多年来中山以占
全省 1%的人口、2.7%的土地面
积，创造了占全省 4%的生产总
值，这为举办慈善万人行提供了
最基本的经济社会条件。而中山
市委市政府历来强调让最广大
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这为慈善万人行奠定了坚实的
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慈善万人
行活动也不断总结经验、大胆创
新，逐步完善活动的组织形式和
管理体制，丰富活动的表现形式
和文化内涵。在活动组织上，从

“人日”当天的民间松散自发活
动，发展成为拥有固定的节日、
欢快的主题曲、鲜明的标识的慈
善系列活动。在内容效果上，实
现了从自发到自觉、从物质到精
神的大转变和大提升，使“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成为

市民的文化自觉和精神生活的
重要内容，成为城市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

“20世纪初叶，伟大的民主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高举天
下为公的博爱大旗，引领中华民
族走向觉醒。100年后，中山儿女
继承、光大中山先生的博爱精
神，走出了一条以建设和谐文化
为动力的科学发展道路。”全国
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红
十字会原会长彭珮云如此评价
慈善万人行。

○记者：我们都知道慈善
万人行最初叫敬老万人行，能
回忆下当年是什么动机让您策
划这项活动的吗？

●欧白石：中山当时已经
是广东“四小虎”之一，我在市
文化局社文股工作，每个月工
资也只有 100多块，但是家里
已经有了电视机。每到春节我
们都会组织一些文化欢庆活
动，中山市委、市政府发出了

“娱乐升平迎太岁，太平盛世敬
老人”的号召，文化人率先响
应。于是，我们到福利院探访孤
寡老人，本是暖心的探访，慰问
组成员出来后却感到了阵阵心
酸。残旧的老屋，破败的窗户，
福利院在冬日的冷风中也一如
脆弱的耄耋老人，摇摇欲坠。我
本人是广州知青出身，父亲早
逝，母亲从小拉扯我们长大，所
以看到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我
也深受触动，想为老人做点什
么。香港电视成为开放中山人
视野的一个重要途径。从 1971
年起，香港每年举行“公益金万
人行”，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
我当时想，一群人走一走，就是
一件慈善事业，中山能不能搞
这样一个活动呢？

○记者：一个想法落地，需
要各方面的配合，它怎么从一
个创意变成现实的呢？

●欧白石：对于即将到来
的龙年春节，汤炳权希望“新年
的文化活动要有新意”。要求传
达到市文化局，我负责群众文
化活动，就借此机会策划了两
大活动。一个就是在烟墩山上
搞一个民俗文化活动，像北京
庙会一样，有吃的，有玩的，有
乐的。另一个便是慈善万人行，
借鉴香港的方式既行慈善，又
能给正在复苏的中山民间艺术
提供一个接近市民的舞台。在
讨论决策大会上，第一个想法
遭到众人的反对，因为安全难
以保障。接着我向在场的与会
者请求保留万人行项目，并向
大家陈述如何去做的构想。会
场里鸦雀无声，沉寂了约两分

钟的时间，直到当时分管文教
卫体宣传的市委常委杨少云用
粤语说了一句话“这么有决心，
那就试试吧”。当年的大家，都
有一种敢想敢干的劲儿。谁也
没想到，这一试就是这么多年。

○记者：也就是说这是一
个差点“流产”的项目，那么从
确定到执行，只有一个多月的
时间，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组织这样一个全市的大活动。

●欧白石：确实是个巨大
的挑战，那时候我们社文股里
只有两个同事甘建波、文石耳，
全市迎春文化活动的经费也只
有 2.3 万元。没人、没钱，怎么
办？我们急中生智，从香港电视
上看见当地很多人当义工，就
依葫芦画瓢，写了一个启事，在
电台上广播。没想到，很多人报
名。报名的有回家探亲的军人，
有放寒假过年的大学生，有当
地放假的中小学及幼儿园教
师、广大学生和机关干部，这是
中山第一批义工。而为了节省
开支，我们自己做了慈善万人
行的捐款箱，制作万人行小黄
旗。春节前，市委、市政府四套
班子召开会议，我一得到消息
就让义工推着捐款车等在会议
室门口，当四套班子走出会议
室，看见等候着的捐款箱，颇感
意外，也非常高兴，纷纷慷慨解
囊。而万人行的巡游队伍，我就
采取镇区出“鸡”，项目出“酱
油”的做法，从沙溪、起湾等民
间队伍中选取，适当给些补助，
众人拾柴火焰高，就凑成了首
届的阵势。

○记者：还记得当晚的巡
游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吗？

●欧白石：第一届起步仪
式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岐江桥
头的得利时餐厅里（今兴中广
场南座附近）。起步仪式也很简
单，从附近的水果档借来两个
木箱子，垒起来，站上去，便宣
布万人行起步开始，时任市委
书记谢明仁等领导为敬老万人
行起步剪了彩，总指挥简冠筹

把善款支票 7.2万元交给市福
利院的代表。巡行结束点的领
导答谢台也十分简单，只使用
了孙文中路中山影剧院门前现
成的台阶，率先走完“万人行”
全程的市领导们站在台阶上挥
舞着捐款标志小黄旗，向巡行
的群众致谢。那天晚上，志愿者
们背着捐款箱卖代表敬老万人
行的小黄旗，三轮车夫一人买
了一支小黄旗插在车头，走街
串巷；湖滨路的新年花市上，每
个铺位都插了一支小黄旗……

○记者：那后来它怎么成
为一个节日固定下来呢？

●欧白石：1988年，中山市
红十字会刚刚成立，看到首届

“敬老万人行”的社会反响如此
热烈，认识到单纯的敬老行为
远远不够，应该充分发挥一代
伟人孙中山的“博爱”精神，不
仅要敬老，还要扶危济困、救死
扶伤。于是，1989年正式把“万
人行”活动定名为“慈善万人
行”。同年，“慈善万人行”有了
自己的主题歌和徽号，而且确
定“万人行”活动的举办时间为
每年大年初七。游行路线从富
华道起步，跨过岐江桥，经孙文
西、孙文中路一直到孙中山纪
念堂结束。1999年，“慈善万人
行”活动将起步典礼暨游行活
动调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举
行。后来我就离开了文化系
统，没有参与到组织工作中了。

○记者：那是不是意味着
您和慈善万人行之间就“断了”
联系？万人行对您来说有什么
改变？

●欧白石：并不是，虽然不
参与组织工作，但是每年我都
会行走其中，或者用其它方式
参与，比如为万人行巡游队伍
出点子。万人行也改变了我的
人生轨迹，因为它，我受赏识也
受批评。而正是操办慈善万人
行的经验，又让我下海办起了
文化公司。人生的际遇与时代
紧紧相连，在我们那代人身上
体现得特别明显。

文文//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冷启迪冷启迪 图图//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俊军孙俊军（（除署名外除署名外））

物质筹措阶段，通过筹集
善 款 、善 物 等 物 资 ，开 展“ 三
救”工作，并为社会贫困人群
予以物质帮扶，从而参与社会
管理，发挥扶贫助贫、稳定社
会秩序的功能。中山市启智学
校、中山市急救中心、博爱医
院、中山血站、怡乐楼等等都
是此阶段募集资金参与建设
的公益项目。

文化培育阶段，组建志愿者
队伍，注重文化培育以及志愿精
神的营造和传播。重点发挥文化
引领作用，引导中山群众以及百
万侨胞积极参与红会和志愿者
服务工作。

资源整合阶段，借助慈善万
人行等品牌活动，加强社会宣
传，动员众多个人和企业参与慈
善捐赠和慈善活动。另一方面，
整合社会文化资源和价值观资
源，成为凝聚社会各方力量，传
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纽带。
借助上海世博会，香港、澳门公
益百万行等平台走出中山，扩大
中山的国际影响力。

社会发展支撑了博爱新风

慈善万人行险些“流产”
作为慈善万人行最初的发起人之一，欧白石

一直被曾经一起奋战过的同事记住。策划与组织慈
善万人行，并未为他后来的人生带来长久的荣光，
却反倒开启了另一种方向：丢掉金饭碗“下海”游
泳。多年后追忆，在老人心底，这个源于“敢想敢干”
的项目仍是一份青春时艰难却又美好的记忆。

■主题大事记

慈善万人行
发展阶段

1997年7月到2005年11月

2005年11月至今

1988年敬老万人行（中山市档案馆供图）。

欧白石欧白石

中山市（2018）慈善万人行3月2日在兴中道起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