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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尹叔叔，我三岁时父母就去世，
只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 在我考上大
学时爷爷奶奶已近 80 岁， 无力承担我的大
学费用， 好在有你每年给我一笔丰厚的资
助，直到本科毕业，还送我一台珍贵的笔记
本电脑。 你的关怀就像一场及时雨，使我能
不用背负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同时给了我生
活的信心， 具有了感恩和刻苦学习的力量。
通过努力我获得很多奖项 ， 顺利保送至
‘985’ 重点高校读研究生， 目前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工作。 尹叔叔的关爱一直激励着
我坚强前行。 我会不忘初心，在我的岗位努
力发挥自己最大的力量，同时力所能及帮助
他人。 ”

今年 9 月中旬，一封发自百度在线网络
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感谢信，寄到了尹夏
生手里，写信的是该公司工程师邓小娇。 小
邓是郴州市市郊乡渔场村人， 很早父母双
亡， 年幼的兄妹俩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
兄妹二人很争气，先后考上了湘潭大学和江
西邮电大学， 此时他们的爷爷奶奶年迈体
弱，再无力承担其大学费用，正当他们为筹
措学费发愁时， 得到讯息的尹夏生来到她
家，与兄妹俩结成帮扶对子，解除其读大学
的后顾之忧。 哥哥邓家超从中科院计算机所
研究生毕业，现在是腾讯公司的工程师。 兄
妹俩经常给尹叔叔来信， 汇报学习工作情
况，表达心底的感激之情。

展读来信，尹夏生感到无比欣慰，为小
娇的成长进步而高兴。 几天以后，他被邀请
赴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第十届中华慈善
奖颁奖大会。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他因十几
年不辍奉献，播撒爱心，被中华慈善总会授
予“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慈善楷模”称号。

宛如夏花般灿烂，把爱和温暖送到更多人心间。 ———题记

1963 年，尹夏生出生在临武县香花岭矿
区，这里地下富藏有色金属。 他家 9 姊妹，父
亲是一名矿工，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当时全家
人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 有时候连饭都吃不
饱，香花岭矿的工友们经常接济他家。 尹夏生
向笔者回忆道，他有一个弟弟腿不好，邻居大
伯想让他到矿部食堂吃点荤菜解解馋， 有一
次利用送菜的机会，箩筐里一头装菜，一头装
人，翻山越岭几公里把他带过去，回来路上一
头还是人，另一头换成了一块大石头。

即便如此困难，对于上门乞讨的穷苦人，
尹夏生的父母还会尽力帮助， 总会从并不多
的饭食里匀出一点来。 正是父母亲和身边人
的善举， 在尹夏生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善良
的种子，懂得感恩，心肠柔软，富有正义感，看
不得别人凄惨。 10 岁的时候，他有一次看到
一群人欺负一名比他们小得多的男孩， 他冲
上去阻拦，结果被砍一刀，疤痕至今留在右前
胸。 如今谈起这件事，老尹还是挺自豪的，紧
要关头敢于挺身而出。

2003 年，处在临武县大山之中的央企国
有香花岭锡矿改制，尹夏生和矿里 1000 多名
职工一样，被买断工龄下岗。 一个大男人内退
在家，无所事事，让他陷入迷茫和痛苦。

思考多日后，尹夏生作出一个大胆决定：
把下岗的工友聚拢起来，成立公司，走一条新
的创业之路。 生于香花岭、长于香花岭的尹夏
生，对于矿藏情有独钟，走在山里找矿，凭眼
睛看不用化验， 石头里矿藏含量比的高低就
能讲出个八九不离十。 2004 年，衡阳市祁东
县一家煤矿业主想卖掉手里的矿， 尹夏生去
看时， 发现煤矿用富含铅锌的石头铺路。 很
快，他与股东们一起花几百万接手这座矿，改
造巷道，变成铅锌矿开采，接手当年盈利，由
此掘到了创业第一桶金。 金秋时节，坐在笔者
面前回忆过往， 尹董事长依然感慨：“此矿经
营了十几年， 如若现在转手， 价值至少 5 亿
元。 创业靠机遇，七分拼搏三分运气，运气还
是不可少啊！ ”

远足者行不止， 尹夏生不久又收购了广
东省阳山县的一座矿山。 通过诚实守信经营，
精心内部管理，到 2006 年，两座矿创下产值
5000万元，纳税 1200 多万元。 从此，他带着
重新上岗的工友奔赴在创业致富的快车道，
到 2011 年注册成立湖南省夏生实业有限公
司，成为拥有全资、控股、参股 10 多家关联企
业， 接纳 3000多人就业的民营企业集群，业
态涵盖矿藏采掘、有色金属冶炼深加工、房地
产、工程建设、建工机械和建材制造、汽车 4S
店、培训与咨询等十几个门类，年营业额 10
多亿元。

企业发展了，尹夏生感恩时代、回报社会
的愿望愈发强烈。 他常常跟员工讲，“改革开
放政策好，才有了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也是
因为改革开放， 中国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解决
了，人的平均寿命增加 10 岁以上，这是过去
无法比拟的，我们要懂得感恩，以公益慈善为
乐，用心书写大爱。 ”

2017 年，郴州市慈善总会发起“精准扶
贫，关爱贫困儿童”专项慈善行动，动员爱心
单位和个人，向全市 3000名贫困儿童每人捐
赠 3000 元。 尹夏生闻讯后， 当即表态资助
1000名贫困儿童。 当年 12月 5日，他向市慈
善总会捐款 300 万元， 此举在该市产生强烈
反响，很快形成向贫困儿童捐款热潮，圆满达
到了捐赠目标。

尹夏生就是这样热心肠，哪里有难，哪里
就有他！ 对于公益慈善，本来打个电话或安排
下属就能办的事情，他经常亲力亲为，唯恐做
得不够多不到位。

乘时代大潮赢得发展
懂得感恩书写大爱

尹夏生走过的公益慈善之路， 是一条拼
搏之路、奋进之路、创新之路，更是一段溢满
芬芳、余香袅袅的精彩历程。

难忘 2008 年特大冰雪灾害。 当时，郴州
是重灾区之一， 正在长沙开会的尹夏生冒着
风雪赶回公司， 虽然企业此时已经因灾损失
巨大， 但他心里想到的却是损失比自己更严
重的企业和更多比自己困难的人。 在市里召
开的救灾捐款大会上， 尹夏生第一个站出来
捐款 20 万元，同时，向临武县捐赠救灾款 26
万元。 接着又组织员工捐款救灾， 获得捐资
120多万元。 人们常说“关键时刻见本性”，尹
夏生与夏生公司的这些钱就是救命钱， 体现
出尹夏生“灾害面前，公利第一”的高尚品格！

“尹总，现在大雪封路，物资运不进来，香
花岭地区居民很快没有粮食吃了。 ”随着冰雪
灾害持续， 有一天尹夏生接到来自临武香花

岭矿职工的求助电话。 他立即安排人员从广
东韶关采购 5000袋大米。厚厚的积雪犹如拦
路虎， 运粮车一直没能送到离郴州 100 多公
里的香花岭。

“救命粮必须及时运到香花岭！ ”尹夏生
花钱租来铲车，铲一段，走一段，又铲一段，就
是这样靠一米一米地往前移动，花了 10 多个
小时， 终于把送粮之路铲通了，5000 袋大米
送到了矿工居民家中，避免了断炊之虞。

有人把个人财富看得特别重， 尹夏生却
认为一个人只用得了那么多，只吃得那么多，
有意义的不是你拥有了多高级的物质享受，
而是你为社会做过些什么。 一小碟萝卜条，尹
夏生也可以吃一顿饭，十几年只换过一次车，
而在扶贫助弱方面他却总感到自己做不够。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贫困影响他们的学
业，尹夏生特别关心家境贫困的学生。 为了让

他们顺利完成学业，从 2006 年起，他实施了
“爱心圆梦”慈善项目。 他联合市、县慈善总会
和教育基金会， 每年从贫困家庭大学生中选
定 100 至 200 名资助对象，每学年发给 5000
元助学金，直到完成本科或研究生学业，部分
贫困生还全额或部分解决生活费及学习用电
脑。 该项目每年捐款上百万元，至今共计出资
1200多万元。

尹夏生还与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联合开
展对老年人眼科疾病义诊活动。 他们将白内
障患者接至市中心医院免费治疗，解决伙食、
交通等费用， 这项活动已经免费诊治 428 人
次，80名白内障患者通过手术治疗重见光明。
临武县农民雷龙生家的 7 岁男孩前几年患上
肺纤维化重病，长年靠输氧和药物维持生命。
尹董事长得知后， 每年拿出 2 万元资助医疗
费。 每年春节前，尹夏生拿出几十万元，分别
走访慰问郴州市区香花路、杨家坪等社区、乡
村的贫困户，送上红包、年货；给香花岭锡矿数
百名离退休职工每人敬送一份春节礼品。

为家乡和企业所在地修路架桥、 支援新
农村建设， 尹夏生本人及所办企业更是不遗
余力。 有一组数字为证：阳山县江英镇公路工
程捐资 57万元；金狮岭村新农村建设捐资 86
万元； 临武麦市公路桥梁建设捐资 59 万元；
花塘铺三合乡公路建设捐资 25 万元；香花岭
镇茶梓公路捐资 40 万元；衡阳“村村通公路”
捐资 100 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近 5 年间，尹
夏生及其企业为农村公路及新农村建设捐资
达 2000余万元。

尹夏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许下的诺言。 郴
州市、县慈善总会和教育基金会统计过，从 2004
年到现在，他个人和企业为慈善公益事业捐款总
计 6500万元，其中尹夏生个人捐款 3150万元。
他说：“做公益慈善， 说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我
先带头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爱心绝不能只挂在
嘴上！ ”

多么朴实的话语，多么难得的境界！它折射
出尹夏生对于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赤子情怀。

独行快，众行远，尹夏生做慈善从来不
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他深知，要美丽，做公
益；人人可慈善，个个能发光。 让热心公益
慈善的理念在全社会深入人心， 在某种程
度上比一次捐多少钱作用更大、 意义更加
深远。正是在这种观念倡导下，尹夏生的慈
善示范现在变成了全家人的行动， 全企业
的愿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

2012年，经尹夏生提议，湖南夏生实
业公司开展创文明单位活动，组建起郴州
市第一支民营企业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拥
有队员 500多人。 尹夏生身体力行，每年
带领大家开展 30 多次关爱弱势群体等
志愿服务活动。 去年端午节前，他带领志
愿服务队员来到市区杨家坪社区， 走访
10户失独家庭，与他们聊家常，送上礼金
礼品，传递浓浓关爱之情。领导一带头，职
工便来劲，几年来，夏生实业公司创文明
成效显著， 荣获了省文明标兵单位称号，
公司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也评为全省最佳
志愿服务组织。

为了拓宽公益慈善渠道，2013 年，在
尹夏生倡导和推动下，公司在民政部门注
册成立了“香花爱心帮扶协会”民间慈善
组织，将母亲生前财产和去世时收到的悼
念金 96 万元全部注入爱心协会，作为第
一笔爱心资金。 几年来，协会从湖南夏生
实业公司的所属企业和员工中募集善款
1883 万元， 捐赠了慈善公益类项目 196
项、1787 万元， 让 10 多万群众和贫困家
庭、弱势群体受益。 尹董事长的姊妹亲人
都在这个协会里出力，妹妹尹桃英身兼协
会会长、志愿服务队队长两职，成为尹家
从事公益慈善的又一亮丽品牌。

近几年， 郴州市慈善总会推出了
“365 天天一元捐” 行动。 尹夏生身体力
行，作出表率。在他影响下，公司及所属企
业员工每人每年捐款 365 元，已经连续 4
年参与率达 100%。 正因为尹董事长的慈
善义举，带动了郴州全市“慈善天天一元

捐”行动。
今年 9月 9日，腾讯网与郴州市慈善

总会联合开展网络慈善捐款活动，夏生公
司认捐救助白血病儿童项目。尹夏生带头
网捐并动员公司员工参加，在 3 天的网上
捐款中，公司有 439 人参加，捐款 52.46
万元，成为全市参加人数最多、捐款数额
最大的单位，腾讯网同比例配捐 52.46 万
元，为项目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阳光温暖
人，义举感染人。 尹夏生一位同在一起做
生意的朋友， 以前不怎么重视慈善工作，
通过六七年观察老尹做慈善获得的快乐，
认同了他的价值观，今年也拿出 1000 多
万元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尹夏生倾力救
困，真心扶贫，体现了一名企业家“慈心为
民、善举济世”的高尚品格，他也连续当选
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省人大
代表，连续十年担任郴州市慈善总会副会
长，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扶贫先进个人”“中国好人榜上榜人物”
“湖南省劳动模范”“湖南省年度慈善人
物”“郴州慈善家”等荣誉；湖南夏生实业
连年被评为市、县“纳税大户”“十佳民营
企业”“最具爱心捐赠先进单位”“中华慈
善突出贡献奖”。

今年 10 月 16 日， 尹夏生和公司党
委书记邓小明、 总经理王玉成一起来到
北京，参加了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
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颁奖大会， 公司有
幸成为全国 100 家获奖企业，22 日，习
近平总书记给 100 家获奖民企回信，作
出了重要指示， 这是对尹夏生和公司一
班人的最大鼓励。 参加北京表彰大会
后，尹夏生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表示，做
公益慈善和扶贫不是一年两年、 一段时
间的事，而是终身事业，“我要继续努力
多做实事，把企业办得更好，带动就业，
进一步扩大做慈善、 搞扶贫的成果，让
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

要美丽，做公益，更多人将公益慈善当成生活方式跋涉于公益慈善之旅，再难再累尹夏生的内
心总是无比充实、无比快乐。 近些年，针对许多贫
困户因为无技能无特长失业在家，他一直琢磨：送
钱诚然重要，怎么样变“输血”为“造血”，帮助困难
群众稳定脱贫呢？ 促使他们掌握技术，实现就业，
就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2015 年，尹夏生提议并出资支持，夏生职
业技术学校举办了一期特殊培训班， 召集农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 60 名家庭妇女，开办为期
20天的育婴师培训班。 这期培训班实行全免费
培训，包括授课、实习、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
全免。 通过授课、见习、实习，这批学员最后全部
考取了育婴师合格证， 并全部介绍就业，45 岁
的廖艳娥就是其中一员。

廖艳娥家住北湖区石盖塘街道松木岭 6
组，因为工伤，无法从事繁重劳动，一家人生活
开支全靠丈夫每月微薄的工资。 参加育婴师培
训班后，廖艳娥通过考试，拿到了初级证书，正
式成为一名育婴师， 月平均收入达到 3600 元。
廖艳娥对笔者说：“在月子中心工作特别开心，
自己付出了辛勤劳动， 同时也得到了相应的回
报，除了工作待遇好，还得到了别人的尊重，让
我体会到了自身的价值， 也改变了我家的经济
状况。 ”

旗开得胜，案例示范，郴州市慈善总会随后

与尹夏生一起， 联合委托夏生职校开展常态化
的慈善技术培训， 到现在培训班已经开办了 7
批次，还在株洲市异地开班，培训贫困户 400 余
人， 所需资金全部由郴州市慈善总会和尹夏生
个人分担。 尹夏生决定将慈善培训班长期开办
下去，争取助更多的贫困户学到一技之长，稳定
脱贫。

夏生公司 3000多名员工中， 有 1000多人
是原国企下岗分流人员。公司每次招收新员工，尹
夏生总要向人力资源部门反复交代， 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招收农村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和国企下岗职
工， 到现在公司及所属企业共安置了 1200多个
贫困家庭劳动力， 他们的月平均工资在 4000元
以上，实现了稳定脱贫。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脱贫攻坚一线办实事。
2016年春节刚过， 尹夏生带领公司人员来到宜
章县莽山瑶族乡永安特困村，考察扶贫事宜，一
户户走访村民，了解民情村情，与市扶贫工作队
和村支两委一道商讨扶贫方案， 决定利用当地
良好的旅游资源，建设完善旅游设施。 他个人资
助 50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带动数百万元的各方
支援，修建通村公路、村广场、水利工程及相关
配套设施。 目前，道路、广场已经完工，来村里旅
游休闲的人成倍增加， 该村每户通过服务旅游
可以实现年均增收 2000元。

创新公益慈善之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2008 年初， 公司为
冰灾捐款捐物价值 120 余
万元。

2、2008 年 5 月， 尹夏
生及公司高管等为汶川大
地震捐款 72 万元。

3、2013 年 3 月， 公司
在 “生态汝城 ，绿化攻坚 ”
捐赠仪式上捐款 50 万元。

4、2016 年， 尹夏生荣
获 “2016 年全国扶贫先进
个人”，在“大爱郴州，精准
扶贫” 晚会现场捐款 600
万元。

5、2017 年， 尹夏生荣
获郴州市慈善家称号 （全
市仅 1 人），在资助贫困儿
童晚会上捐赠 300 万元。

6、2012 年至 2018 年，
尹夏生向临武县、苏仙区、
北湖区等教育基金会捐款
总额达 1200 万元。

7、2018 年 5 月， 尹夏
生捐赠郴州市香花爱心帮
扶协会 100 万元。

8、2018 年 7 月， 湖南
省夏生实业有限公司与郴
州市慈善总会、 郴州市募
捐办联合举办“‘关爱大病
家庭一元捐平台’献爱心·
送福彩·富贵有余进万家”
公益活动 ， 公司捐赠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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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奉献一份情，10年捐款超过 6000万元

倾心公益 慈善为怀
———记湖南省夏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夏生

公司董事长尹夏生（中）、党委书记邓小明、总经理王玉成在北京参加全国精
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表彰大会。

2016 年 9 月 8 日，郴州市慈善总会在市广电中心举办精准扶贫慈善晚会，尹夏生当场捐款
600 万元，占当晚捐款总额的 55%。

湖南省夏生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大楼

（数据来源：郴州市、县、区慈善总会，
临武县、苏仙区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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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夏生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参加第
十届中华慈善奖颁
奖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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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湖南省夏生实业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