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颗孝心，可以温暖许多人
黄晓辉 彭雯 袁忠民 肖八妹

杨虎搀扶持证老人上公交车。

孝，百善之先。 作为中国最悠久、
最基本、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传统
伦理观念，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认识
和见解。

《礼记》有云：“孝子之养也，乐其
心，不违其志。 ”

孟子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作为“天下可运
于掌”的前提。

今天，在北宋著名诗人欧阳修写
下“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
如”的潇湘之畔，有一个人，用自己的
行动，写着他对“孝”的理解，诠释着
孝亲敬老的深刻内涵，感动着 600 万
永州儿女。 这个人，就是永州市第一
公交公司总经理———杨虎。

做事有两种方式：一种为消
极应付，在应付的过程中虚度；
另一种为自愿的付出，在付出中
体味快乐。 杨虎，他选择后者。

杨虎懂得孝心的能量，更懂得若
将这种能量释放， 在人与人之间传
递， 温暖的不只是我们孝敬的老人，
还可以温暖更多人。

杨虎说，“老年人的今天就是我
们的明天，我们待老人要用心。 ”

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2005 年 8 月，杨虎调任永州市第

一公交公司担任总经理。 上任伊始，
当了解到 “60 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
政策没得到很好落实的时候，他暗下
决心： 一定要解决好这个老大难问
题。

今年 7 月 31 日下午， 永州市时
代旺角步行街站，68 岁的周有亮老人
在等车，他腿脚不太好，手上拄着拐
杖。 这时，17 路公交车缓缓驶入公交
车站，等车停稳，他不是很利索的步
子慢慢移向车门，门口的乘客主动下
来将他搀上车，等老人落座，车子才
开出车站，前后 2 分钟。

这一幕，让杨虎颇以为豪。 当初
他就想让公交车成为孝亲敬老爱心
传递的舞台，不但司机有爱心，还要
满载有爱心的乘客。

但是，万事开头难。
目前，零陵区办理免费乘车的老

人已达 4.7 万人。 公交公司每天要接
待持证乘车老人 1000 多人次， 每年
约 60 万人次。 也就是说，公司每年要
减少近 60 万元的收入。

60 万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公司有些人开始抵触 ，“干这个

事，出力不讨好。 没补贴，要白白减少
收入。 再说，老年人腿脚不灵便，上下
车都慢，危险也大，出了事要负责，我

们岂不是吃大亏？ ”
杨虎却已打定主意。 “谁都有老

的时候！ 算账，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
算社会效益账。 对老人多一分爱心，
老人就会多一分舒心。 虽然经济上吃
点亏，但能让老年人方便出行。 这不
但是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心，通过
这个窗口，也能传递爱心的能量！ ”

说干就干 。 设立 “老弱病残专
座”，制作“敬老标语”“公告”，公布举
报电话和举报奖励办法 ， 成立稽查
队，督察拒载持证老人现象。 为了抓
好落实，杨虎每天凌晨 6 点 ，在老年
人乘车较集中的时段进行暗访。

杨虎深深懂得，公交人做的每一
件事都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将敬老孝
亲文化引入公交车这个载体，市民乘
车时就能感受到孝亲文化氛围，不仅
可以唤起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的
意识，还能有效地提高市民的道德素
质。

今年 3 月 21 日， 红网上有网帖
称乘车时被拒载。 署名：84 岁解放战
争时期战士伍建勋老人。

翌日，有一条跟帖。 帖子称：“我
公司对您老举报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现回复如下……感谢您对公共交通
事业的关注和关心……”署名：“市一
公交公司经理：杨虎”，还留下了手机
号码。

接着，伍老跟帖，“我很满意”，还
赞扬了杨虎认真对待老年人被拒载
的处理办法。 然后 ， 众多网友开始
“顶”杨虎。

正是杨虎所做的这些努力，才会
有时代旺角老人上车的一幕；正是有
杨虎这样用心待老人的 “当家人 ”，
一公司的公交车才会满载孝心。 这就
是杨虎所释放的孝心正能量。

目前，在零陵城区的老人乘坐公
交被拒载的行为基本被杜绝。 乘客只
要一提起杨虎，都会伸出大拇指，“杨
虎，他是老年人的贴心人。 ”

面对困难有两种态度：一种
是有“自知之明”，一种是“偏向
虎山行”。 前者，不用劳心费神，

不担风险；后者，要冒险、牺牲，
但会收获“众乐乐”的幸福。 杨
虎，他不怕“虎”。

还有一件事，在上任之初 ，杨虎
就很笃定———解决好退休职工的养
老问题。

因公司欠交养老保险，导致退休
职工连续几年没领到退休工资。 看到
他们失落无奈却充满期待的眼神，杨
虎的眼睛湿润，“再苦不能苦老人，就
是砸锅卖铁，也要解决好退休职工的
问题。 ”

杨虎一边安慰老人，一边四处筹
款。 一时间，零陵区政府、劳动社保部
门、银行，总能看到他奔波的身影。 半
个月后，354 万元的在职职工养老保
险补上了，退休职工的工资打到了卡
上。 年逾古稀的李师傅取到工资后，
买了鸡鸭，硬是把杨虎请来，要一起
庆贺庆贺。

杨虎说，“老职工的问题不解决，
我心里就不踏实。 ”

杨虎想尽办法为退休职工解除
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度晚年。 在公司
这个大家庭里，杨虎就是所有老人的

依靠。
退休职工姜光雨每次住院，杨虎

都要亲自去看望，让姜光雨放宽心养
病，“有我呢，什么事都别怕！ ”姜光雨
去世后，留下了老伴盛久淑和无业的
女儿，还有无依靠的孙女。 在最困难
的时候，杨虎又出现了。 他个人拿出
2000 多元，并组织员工为盛久淑家捐
款 2 万元。 为了解决她们家的经济来
源，杨虎安排盛久淑和她女儿到公司
上班。 盛久淑一家视杨虎为救命恩
人，“有困难，找杨总，杨总就是我们
的 110。 ”

杨虎，这个“110”，如果你有困难
不找他，他就会主动找到你。

2007 年， 公司筹建办公楼和宿
舍。 杨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退休老
人，“房子是他们一辈子的梦”。 他走
进每个退休老人家中，问他们要不要
房子，要多大面积。 他还建议退休职
工的房款可以缓交。 2009 年，房子建
成了，杨虎要求要让退休职工早日住
上新房。

房子解决了，杨虎还操心着怎样
才能让老职工老有所乐。

2006 年，公司成立了老年职工协

会，安排专人负责老年退休职工的联
系、服务工作；投资 6 万多元建了老
年活动室，添置了文娱用品和健身器
材，定期开展老年文化活动 ；公司里
出台什么重大措施规定，杨虎都要召
集 50 多位老职工代表一起商议 ，听
取他们的意见；到了重阳、春节等节
日，杨虎都要逐个上门拜访……

人生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
“自扫门前雪”的顾我，一种是胸
怀天下的无我。 杨虎，再次选择
了后者。

有一件事，在杨虎的心里沉甸甸
的。 这件事，不是他孝亲敬老中所付
出的努力、艰辛和委屈，更不是老人
们对他的答谢。

杨虎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
村里的老支书，他有 4 个小孩 ，两男
两女，都不管他。 去年冬天的时候，冻
死在自己家里。 他在的时候，我每次
到村里都会去看他。 我恨我自己，去
年天冷的时候怎么就没去看一下？ ”
这个身材高大、眉毛浓密、一身军人
气质的男子汉，愤恨地自责。

对社会上的五保老人、“空巢”老
人、困难老人，多年来，杨虎也一直竭
尽所能， 为他们送去舒心的温暖，甘
做老人的挚友和避风港。

富家桥镇西山村 4 组的陈顺友
就是其中之一。70 多岁的陈大爷患有
癌症，老伴有眼疾，生活十分困难。 杨
虎主动提出，“我来帮扶”。 杨虎跑着
为他们办了特困户，又把老年证送到
家里。 每次下村，杨虎都要到陈大爷
家看一看，问问情况。 缸里没水了，他
就把水挑满；没荤菜了，他会去买一
两斤肉送上。 逢年过节，杨虎都要带
着礼品来看望，临走总要给两位老人
留下点钱，让他们改善生活。

杨虎“一对一 ”的资助对象就有
30 多人。 对这些老人的家庭情况，他
都熟记于心。 每当春插、“双抢”时节，
哪家因劳力不足有困难了，他就组织
人去支援；哪位老人生病了 ，他就会
带着礼品去看望；过年过节了 ，他会

挨家挨户去串门。 杨虎每年都要捐款
近万元，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

对每一位老人，杨虎都带着一股
浓浓的亲情。 当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时，他憨憨地笑了，“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 谁还怕‘宝’多了啊！ ”

亲情是一个人善心、爱心和良心
的综合表现；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也是各种品德形成的前
提。 杨虎说，“一个人如果连这一点都
做不到的话，谁又能相信你呢？ 又有
谁愿意与你打交道呢？ ”

杨虎，这个孝顺的好儿子 ，干起
工作来也是个“好把式”。

在他的带领下，永州市公交一公
司被评为 “中国优秀企业”、“雷锋式
服务窗口”、 全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
“文明企业”和“文明单位”、“全省首
届潇湘杯先进单位”、“安全生产目标
管理先进单位”、“全省春运优秀组织
奖”等；他个人更是凭着自己的出色
表现，先后荣获国家、省、市区先进个
人 51 次，4 次荣立三等功，2009 年被
中国交通管理协会授予建国 60 年中
国道路运输行业十大荣誉贡献奖
……

取得这么多荣誉的杨虎觉得，要
做事就要先做人。 要做人，就要孝亲
敬老。 孝是最起码的良知和良心。 打
小，杨虎父母就这样教育他。

杨虎父亲是位军人 ，母亲随军 。
杨虎从小就受到孝亲敬老思想的熏
陶。 杨虎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
间陪老人聊天，帮妈妈剪指甲 、洗衣
服。 母亲逢人就夸，“我家有个好孝
顺的儿子”。

杨虎用他那颗真挚的心、平常的
心、善良的心，孝敬父母和每一位老
人，给身边的他人传递着温暖。 当问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说，“人都会
老的，孝敬老人就是善待自己。 ”

一滴雨露将身体融于大地，润泽
一寸泥土； 一盏烛光把自己燃成灰
烬，照亮一片黑暗；一颗真诚无私的
孝心献给老人，温暖一群人。

杨虎 ， 这个永州市第一公交公
司的“领头雁”，依然不知疲倦、竭尽
所能地为身边的老人谋划着幸福和
快乐。 他是单位的“当家人”，是困难
职工的 “110”，是老年朋友的 “贴心
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人们赋
予他的这些称号 ， 用他点点滴滴的
爱心孝行践行着孝亲敬老的传统美
德， 演绎着一曲感人至深的现代孝
行新歌。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雅
瑜率省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梁
尔源、 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万伏
秀、政研室主任罗述勇、副秘书长李
平等一行来万家丽国际 MALL 进行
考察。 万家丽集团董事长黄志明、万
家丽集团总经理黄晓丹等陪同考察。

肖雅瑜等一行首先考察了万家
丽国际 MALL 建设现场， 并进入了
大楼内不同的楼层进行了考察。 考
察时肖雅瑜很有兴趣地向万家丽集
团董事长黄志明了解整个大楼的建
设进展情况， 整栋大楼的规划情况
和每层楼的功能区分情况。 黄志明
介绍，MALL 地上 27 层， 地下 3 层，
总建筑面积 57 万平方米，比迪拜哈
利法塔大 11 万平方米，主楼面积 40
万平方米， 比哈利法塔大 6 万平方
米。 主楼 40 万平方米分为 20 万平
方米的万家丽国际购物广场和 20
万平方米的万家丽国际商务中心 。
在现场，肖雅瑜赞许地表示，看到这
栋拔地而起的全球最大的单体高层
建筑物后让人感到很振奋。

参观施工现场后， 肖雅瑜等一
行来到万家丽办公楼进行现场办
公。 黄志明就项目规模、建设和运营
后的效益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万
家丽国际 MALL 按计划将于 9 月上
旬封顶，2013 年 10 月投入运营。 建
成后与一期万家丽共有 63 万平方
米规模，自主产权，不对外销售。 建
成后的万家丽国际 MALL 集名车 、
飞机 、生活 、居家 、奢侈品 、高档商
品 、星级酒店 、超 5A 级写字楼等项
目于一体， 提供了一站式的购物广
场 ，具备休闲 、娱乐 、商务 、酒店 、旅

游、购物、文化等众多城市功能。 在
我省开创了高端复合型商业模式 。
同时，MALL 建成投入运营后可提供
3 万余个就业机会，安排就业员工超
万人 ， 预计年销售额可达近 50 亿
元， 年税收额可达 1.5 亿元左右，万
家丽视频网络国际营销总部基地的
年销售额预计可达 200 亿元，年税收
额可达近 3 亿元。

黄志明还介绍了万家丽国际
MALL 的项目优势与拥有的众多之
最：全球最大的单体（高层）建筑、最
大的楼顶停机坪、长沙“最牛”的地铁

站、规模最大的精品卖场、首创的视
频网络购物国际总部基地、最有规模
的特色餐饮、最前卫、适用的设计、亚
洲最大的两家超五星级酒店、最便利
交通、最具人气的第一码头、日均人
流量达 6 万之众、 最完善的商业配
套、世界建筑旅游景点等。

在众多优势中黄志明重点介绍
了万家丽国际 MALL 的交通优势和
特色餐饮优势。

万家丽国际 MALL 地处我省长、
株、 潭三市融城的核心商业圈———
“万家丽商圈”，位于长沙市主干道万

家丽大道与荷花路
交会处，长株潭轻轨
的始发线万家丽大
道。 在万家丽广场，
长沙市城市 地 铁 2
号线与 5 号线的中
心转换站与万家丽
国际商务摩尔直接
对接，地铁中心转换
站与市场的直接对
接在长沙目前是唯
一的一家，形成了长
沙尤其是长沙地铁
的交通枢纽。

万家丽距黄花
机场 20 分钟车程 ，
到长沙火车站、武广
高 铁 站 仅 需 10 分
钟，长沙地铁 2、5 号
线在万家丽地铁站
转 换 ，1、3、4、6、7、8
号线横贯万家丽路
并连接城际轻轨，京
珠、 长常、 长永、长

株、长潭、长邵等多条高速公路入口
距万家丽国际商务摩尔仅 10 分钟的
车程。

万家丽是全国首家一路 、 一广
场 、一公交站 、一地铁中心站 、一隧
道的地标性企业。 其中，该地铁站为
目前长沙最大的地铁站，面积达 2.6
万平方米 ，设有 10 个出入口 ，万家
丽拥有 4 个，负一楼、负二楼与该地
铁站 2 号线与 5 号线的中心转换站
直接对接， 且该地铁站也叫万家丽
广场站。

黄志明介绍，3 万平方米万家丽

美食广场涵盖国际著名连锁快餐、中
西餐厅、自助餐厅、特色烧烤、咖啡厅
等。 来自全球最具特色的餐饮、小吃
等全部汇集在此，贵族酒庄、英式下
午茶 、法国鹅肝 、意大利面 、印度咖
喱、美国烤火鸡、麻辣川香、港式茶餐
厅、粤菜精华，按来万家丽休闲、购物
的消费者每天品尝一种特色餐饮计
算，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品尝完
万家丽的特色餐饮。

听取黄志明汇报后， 肖雅瑜很有
感慨地指出， 万家丽是他看着成长起
来的，也是最熟悉的。 作为长沙本土企
业，万家丽的成长、壮大与强悍是有目
共睹的，也是让人振奋的。肖雅瑜用“高

品德、高品质、高品位”与“社会讲好、政
府讲好、老百姓讲好”等“三高”与“三
好” 充分肯定了万家丽国际 MALL 的
建设。 他指出万家丽国际 MALL 的建
设也是黄志明全心全意做实事的充分
体现，在目前就业与创业压力较大的环
境下， 万家丽国际 MALL 能够安置各
类下岗、转岗职工 1.7 万人，可带动就
业和安置就业约 3 万人左右，这是真正
惠及老百姓的项目， 这是难能可贵的。
万家丽已经成就了辉煌，相信万家丽国
际 MALL 在雄厚成就的基础上能再次
铸就更大的辉煌。

本刊记者 周云武 江 慧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雅瑜（左一）在全国人大代表、万家丽集团董事长黄志明
（中）的陪同下，考察万家丽国际 MALL 建设进程。

万家丽 国际化的城市名片
肖雅瑜高度评价万家丽国际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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