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无言的约定

“虽然从未谋面，但我们知
道，他（她）肯定会来！ ”记者见到
宁波市慈善总会副会长陈海英
时，她正在整理“顺其自然”的档
案袋。

这个档案袋是宁波市慈善
总会在 2002 年底设置的。 当时，

“顺其自然” 已连续 3 年捐款。
“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 记录他
（她）爱的‘足迹’。 ”

档案袋里，1999 年至今“顺
其自然”的每次来信和汇款单据
都整理入袋。“最初几年，他（她）
会写封信表明捐款用途，后来也
许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再没附
上信件。 ”陈海英说。

22 年来，这位老朋友的汇款
署名不断变化，前 4 年用“顺其
自然”， 之后改成这 4 个字的随
意组合。 汇款地址也是一年一
变：有时路名是真的，门牌号不
存在； 有时路名也是虚构的，但
汇款风格一致。 根据有关规定，
单笔汇款超过 1 万元，汇款者必
须用实名，“顺其自然”就以多张
9999 元汇款单的方式“规避”。

除了单据和来信，档案袋里
还有“顺其自然”每笔捐款的详
细用途。

1999 年 12 月 6 日， 捐款 5
万元， 用于给特困家庭送温暖；
2000 年 12 月 5 日， 捐款 20 万
元，用于建造余姚市梁弄镇横坎
头村“仁慈教学楼”……2019 年

11 月 27 日，捐款 101 万元，其中
100 万元用于 2020 年黔西南州
甬黔儿童体验馆建设，剩余 1 万
元转入 2021 年留待安排。

宁波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
还发现，他们不是“顺其自然”唯
一的捐款渠道。

2006 年台风过后，宁波市慈
善总会连续接到湖南永州市慈
善总会、江西赣州市红十字会等
3 个省的 5 家单位来电， 希望寻
找叫“风调雨顺”“风调顺”的捐
款人。 比对这些受捐单位寄来的
汇款单存根复印件或信件，宁波
市慈善总会认为，这个向 3 省捐
助 21 万元的“风调雨顺”“风调
顺”就是“顺其自然”。

宁波市慈善总会募集部副
主任侯金辉的电脑上，还记录着
“顺其自然”的一些“散捐”情况：
宁波市聋哑学校学生小周脑肿
瘤需动手术，汇去 5000 元；奉化
9 岁孩子小邬患白血病， 汇去 1
万元……“我们估算，‘顺其自
然’ 的捐款总额超过 2000 万
元。 ”侯金辉说。

“顺其自然”究竟是谁，这引
发很多猜测。 陈海英说，早些年，
他们也通过落款的地址和汇款
邮局寻找；有网友建议，通过监
控视频“锁定”目标。

“不过，这个建议被我们否
决了。 ”陈海英说，“我们想找到

‘顺其自然’， 但首先要尊重捐
款人隐姓埋名的意愿和权利，
所以我们放弃寻找， 把感谢埋
在心里。 ”

一个隐善的群体

虽然没有人知道“顺其自
然”是谁，但这位好心人的形象
却越来越真切。 一位受资助完成
脑瘤手术的孩子每年会给“顺其
自然” 画一幅画。 在她的画里，

“顺其自然” 是长着翅膀的守护
天使；而在一位曾受资助完成大
学学业的年轻人日记里，“顺其
自然”是一位和蔼的老爷爷。

“顺其自然”的爱心，也在不
断传播。 记者在宁波市慈善总会
采访时，就见到两位爱心人士前

来为宁波“困难儿童守护者月捐
计划”捐款，他们都不愿意透露
真实姓名。

“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捐款，
大部分是隐名的，而通过网络平
台向我们捐款的好心人就更多
了。 ”陈海英说。打开宁波市慈善
总会捐款收支平台，90%以上的
捐款人都署“爱心人士”等化名。

这些隐名捐款者都是谁，他
们为什么无言地付出？ 经过多方
寻找，11 月 24 日下午，记者在宁
波海曙区南门街道的一处老房
里，见到了 81 岁的方大苗。 如果
不是因为登上“浙江好人榜”，很
多朋友甚至家人都不知道，外表
普通的他 20 年间隐名捐款 50
余万元。

“主要是受了‘顺其自然’的
影响。 ”说起善举，老人有些不好
意思地说。

方大苗是一名退役军人，年
轻时经常助人为乐。 1999 年，看
到有关“顺其自然”的报道，他深
受感动。 从那时起，方大苗化名
“心愿老人”向困难群体捐款，捐
款额也逐年增加。 最近一次捐款
是在今年 9 月 11 日， 他以汇款
的方式，向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
捐款 2 万元。

虽然善行被“曝光”，但方大
苗说，今后他仍会捐款做好事。

不少曾受“顺其自然”帮助
的人， 如今也接过爱心接力棒，
隐名捐款帮助他人。 宁波某小学
教师胡木（化名）就是其中一位。

胡木老家在台州，2006 年夏
天，考上宁波某高校的他正为学
费担心。 有一天，他接到宁波市
慈善总会的电话，说学费有了着
落，“顺其自然”资助他 5000 元。
从那时起，他就心存感恩。 2010
年， 胡木大学毕业留在宁波工
作，每年都会隐名向宁波市慈善
总会捐款，平时还经常参与志愿

服务。 在胡木的影响下，他的朋
友和同事也纷纷加入隐名捐款
的行列。

一座温暖的城市

“亲爱的好心人，我想通过
这封信表达深深的谢意……”近
日，记者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见到大三学生小周时，她正在
写信， 感谢帮助过她的 1000 余
位爱心人士。

小周来自江山， 今年 4 月
底， 她的母亲被确诊为白血病。
救母亲成了她和弟弟最大的心
愿。 弟弟的造血干细胞和母亲配
对成功， 然而 40 余万元的治疗
费用让这个家庭为难，父亲求遍
亲友，仅筹到 15 万元。

得知小周的困难后，11 月 8
日，宁波市慈善总会在网上发起
筹款。 很快，四方爱心不断涌向
这个不幸的家庭。 11 月 24 日下
午，治疗费筹齐。

记者在筹款平台上看到，捐
款的好心人共有 1028 人， 最大
一笔超过 14 万元， 他们绝大多
数是隐名捐款者。 还有一些好心
人，直接到学校为小周捐款。 让
她印象最深的是， 一名 70 余岁
的老人转了两趟公交车找到她，
递上 500 元钱，没有留下姓名和
联系方式。

“这半个多月来，我深深感
受到爱心的力量。 ”小周坦言，
好心人每一次捐款、 每一句鼓
励，都让她深深感动，“今后，我
和弟弟会努力让这份爱心传递
下去。 ”

正是这一场场爱心接力，激
发了更多爱心行为涌现。 11 月
初，一名隐名爱心人士通过宁波
慈善网捐款 50 万元，用于 14 个
慈善项目；11 月 18 日，一名老人
来到宁波鄞州区邱隘镇政府门
口，扔进一个装着 3 万元现金的
包裹，并附上纸条，希望用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爱心
远不止捐款捐物。 自 1998 年以
来，宁波市逾 155 万人次无偿献
血，数千名献血者获得全国无偿
献血荣誉表彰， 宁波自 2001 年
起连续 8 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
先进市”称号；2003 年，宁波市正
式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至
今已有 11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 宁波市器
官捐献累计 221 例，占浙江省的
15.57%， 器官捐献总量居浙江省
第二……

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
文明办主任邓晓东说，作为全国
文明城市的六连冠之地，爱心是
宁波重要的城市名片，“顺其自
然” 是典型的代表。 在宁波，像

“顺其自然” 这样的爱心人士还
有很多，正是他们，把“爱心宁
波”这一品牌擦得更亮。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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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捐款超 5000万元

走进宁波隐名慈善“部落”

一群人温暖一座城 ，一
座城温暖无数人。

11 月 27 日， 宁波市慈善总
会迎来老朋友 “顺其自然”，103
万元善款刷新了其单次捐助金
额纪录。

22 年来，“顺其自然”累计向
宁波市慈善总会捐款 1258 万
元。 在其帮助下，2000 余名困难
学子得到资助，多所学校重建了
教学楼或添置了教学设施。 “顺
其自然”，已然成为宁波的“爱心
名片”。

“顺其自然”的善行，在不断
扩散 ，很多人和他 （她 ）一样 ，慷
慨解囊，帮助他人。如今，隐名捐
款在宁波成为一种风尚，并逐渐
形成了一个特殊爱心群体 。 仅
2018 年以来， 就有 5000 余人次
向宁波市慈善总会隐名捐款，总
额超过 5000 万元， 加上向其他
慈善机构和项目捐款的，隐名爱
心人士这个群体更加庞大———
宁波这座城市，也因为爱心更有
温度。

他们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
为什么选择默默无闻地行善？日
前，记者前往宁波 ，走进隐名慈
善“部落”。

“

“顺其自然”带动了大量爱心人士为困难群体捐款

“顺其自然”过去的汇款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