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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马 尽心逐善
记全国公益慈善之星马鑫

在多年的创业路上，“慈善”和“公益”这两个词与马鑫形影不离。
1989年，年仅22岁的马鑫从安徽安庆来大庆投亲，抱着“成为一位成

功商人，为父母争光”的简单信念，勤劳打拼，白手起家。与此同时，他的
慈善之路也随之开启，捐资助学、修路、建公安陵园、帮扶下岗特困职工，
总计捐赠金额折合人民币达7000万元。

全国公益慈善之星、大庆市人大代表、大庆市道德模范、大庆市十大
公益慈善人物、大庆市十大社会责任感企业家……如今，集众多荣誉光环
于一身的马鑫，早已实现“为父母争光”的愿望，“做慈善，一直做”成了他
余生的追求。

做慈善，马鑫是活跃的，地震救灾、抗疫一线、扶贫助学，常有他的身
影；做公益，马鑫是高调的，因为他坚信：可以带动更多人，投身到公益慈
善事业中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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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2年出任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塑料厂厂长，1994年成
立大庆油田精细化工厂，再到后来承包远望综合市场、建设金雨商
城、接管花卉综合市场、筹建天堂墓园，马鑫一路走来，在艰苦创业的
同时，热衷慈善公益，谱写着平凡人的大爱担当。

初到大庆，马鑫先后投资创建了大庆市塑料制品厂、大庆油田精
细化工厂。他跑遍了大庆 11个采油厂，带领 50多个员工根据客户需
求不断开发新产品，因为肯吃苦、讲诚信，且产品质量过硬，马鑫成功
挖到人生第一桶金，为企业创利达 3000多万元。

马鑫没有满足于现状，他把目光放得更高、更远。
当时，大庆市让胡路区远望综合市场一直是个“破大家”，几个欺

行霸市的，把摊床租赁费由 3万元/年哄抬到 10万元/年，利用租赁差
价牟取暴利，还要求业户必须交保护费，致使市场顾客稀少、经营惨
淡。

2007年 4月，马鑫临危受命，接手承包了市场，担任总经理，在工
商和司法部门大力支持下，艰难地将长期盘踞在远望综合市场的“毒
瘤”铲除掉。他告诉业户们：“从今天开始任何一个人欺负你，你就来
找我，我解决不了，还有政府。”

对于远望综合市场的业户来说，马鑫这位管理者是与众不同的。
马鑫要求商户要做到：童幼无欺、公开价格、公开监督管理。他

把业户当成兄弟姐妹，免除贫困业主的租金；市场里有捡到顾客钱包
拾金不昧的，奖励 1000元；抓到市场内偷窃行为的业户，一经查实，
也奖励 1000元；他还拿出 3000元奖励参与救火的业户，“要让好人有
好报”。

为改变远望综合市场偷窃行为高发的现状，马鑫出资在市场安
装了 15个监控摄像头，支持当地公安工作。在马鑫经营远望综合市
场的 8年里，没发生过一起治安和刑事案件。

“马总做人做事令人服气。”远望综合市场业户郭秀玲说，当初她
下岗后，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市场卖菜，正在她因交不起租金而愁眉
不展时，马鑫安慰她说：“安心在这儿干吧，不收你租金。”

像郭秀玲这样被免收租金的，在市场里比比皆是，他们有的是
“老会战”，有的是因病致贫者，有的是下岗职工……仅此一项涉及资
金每年就达 10多万元。

2012年 5月，经招商引资，马鑫成功接管了占地 1万平方米的让
胡路区花卉综合市场。花卉综合市场开业后，马鑫对 8名特困业户
免除年租金 32万多元，连续减免三年，数额近百万元。

2009年，马鑫投资 2500余万元，在让胡路区建设了金雨商城，解
决了 3万余户、5万余名居民的购物困难，并安置了 2000多名下岗职
工再就业。

在马鑫身上，既有南方汉子的细腻与柔情，更有东北男人的粗犷
与豪放。他敢闯、敢干、敢言，乐善好施、勇于担当。

汶川地震捐款 3万、甘肃舟曲救灾义演捐款 5.3万、青海玉树地
震捐款 8万……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马鑫在救助贫困家
庭、失学儿童、抗震救灾等慈善事业上花费数额达 7000多万
元。

让胡路区人大代表、大庆市人大代表、大庆市
十大公益慈善人物、大庆市道德模范……一项
项荣誉接踵而来，马鑫说，他不敢说自己有多清
高多不喜欢钱，但他今天的奋斗绝不是
只为了钱。

“人活着应该有理想、有内
容，在当今时代，不能缺乏大爱与
担当，不能只向金钱看齐、
让爱心消泯。做慈善如今
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
式，但做慈善不是施
舍，要感受到被救助
者的自尊，这样
受助双方都能感
受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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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3年起，马鑫开始向上级部
门申报创建大庆市首座人文纪念公
墓，最终于 2014 年 4 月通过审批，同
年 4 月 20 日，投资 1.2 亿元、总建筑面
积 21 万平方米的大庆天堂墓园举行
了奠基仪式。

在奠基仪式前，马鑫曾到韶山、
延安黄帝陵、西安秦始皇陵及大庆

“老会战”的家乡甘肃、陕西、山东等
地取土，并将土洒落到园区的各个角
落，慰藉那些曾为大庆付出杰出贡献
的人们。

为弘扬英烈精神，马鑫在天堂墓
园单独设立了公安英烈园，总投资超
过 3500 万元。对因公牺牲的大庆市
公安英烈和老红军进行免费安葬。
曾参加过大庆石油会战的“五面红旗”
也可以享受同等待遇。

2016 年 9 月 30 日，大庆市公安英
烈园落成，大庆 85 名公安英烈的名
字，也被永久镌刻在了英烈墙上。每
年的这一天，天堂墓园都会举行缅怀

公安英烈公祭仪式。
截至目前，共有 7名英烈和 8名因

公牺牲民警安葬于墓园。5 年多来，
先后有 20 万人次来此祭奠公安英
烈。2021 年 8 月，大庆公安英烈园成
功获批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
为公安机关和社会各界弘扬英烈精
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如今，马鑫每周五都会带领员工去
给英烈献花、祭祀，英烈家属有什么困
难，他从无二话，全力以赴给予帮助。

公安英烈园、大庆石油会战主题
园区、教师园丁苑……墓园建设里浸
润着马鑫的人文情怀，在这里，逝者
得到了应有的尊崇。

从 2016 年至今，每年中元节，马
鑫都会代表天堂墓园发起“关爱城
市·文明祭祀”大型公益公祭活动，累
计免费发放 2 万余盏河灯，倡导文明
绿色祭祀。一盏盏点亮的荷花灯，载
着人们对逝去亲人的祝福，飘向远
方。天堂墓园还为前来拜祭的人们

免费提供祭扫班车，免费提供鲜花、
水果和素食，方便市民祭祀使用。这
种文明、绿色、环保、公益的祭祀方
式，已成为大庆的一种新民俗、新风
尚，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作为大庆市殡葬协会会长，马鑫
正在会同大庆市相关部门，酝酿发起
开通 24 小时殡葬直询服务平台。该
平台通过在线提供殡仪车辆预约、殡
仪业务咨询、惠民殡葬政策咨询、公
墓服务咨询，可以让群众一站式完成
殡仪业务的在线咨询和业务办理，也
可以了解到各项殡仪服务的收费标
准。平台聚集了全市近 300 名通过
大庆市民政局和大庆市殡葬协会共
同认证的专业殡葬司仪，在各个区县
形成 5 公里内服务圈，群众拨打电话
后，30分钟内专业殡葬司仪即可赶到
现场，协助家属处理善后事宜。作为
发起人，马鑫将为平台提供场地、人
员工资等各项费用，年支出费用约达
100万元。

一位心怀大爱的创业者

在马鑫的名片里有很多头
衔，可在他心里，最看重的是人
大代表和慈善协会的身份，一个
能够为民请命，一个可以无私奉
献。他说，这些身份对于他来说
不是耀眼的光环，而是沉甸甸的
责任。一边做企业，一边做公
益。这些年来，他用实际行动印
证了每一个头衔都对他具有着
重要意义，也为了让自己配得上
这些头衔而愈加努力着。

2020年抗击疫情，他身先士
卒，义不容辞地主动承担起社会
责任，千方百计筹措防疫物资，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企
业家的初心使命。在疫情最严
重的时候，酒精、口罩一度脱销，
他四处奔波，寻找货源。2020年
2月的一个下午，大庆市让胡路区
慈善协会接到了他的电话：“我弄
到了 1 吨消毒酒精，2 个小时能
到，你们等着啊！”酒精很快被
送到疫情指挥部，在最需要防
疫物资的时候，马鑫用实际行
动解决了大庆市养老机构的燃
眉之急。

疾风知劲草，云开见山高。
面对武汉不断蔓延的疫情，马鑫
向组织提出申请，决定到武汉一
线做抗疫志愿者。“作为一名人
大代表，一名企业家，应该有家
国情怀，为抗击疫情贡献我的一
份力量！”在请战书中，马鑫这样
写道。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尽管他的请战书因为疫情的不
确定性，未能得到组织的批准，
但马鑫没有停下脚步，在防疫物
资最紧张的时候，他千方百计筹
措各类防疫物资，并亲自将这些
物资有计划、有选择地捐赠到大
庆市防疫一线。从春节到 3 月，
他都是在采购抗疫物资中度过
的。

马鑫代表企业郑重承诺：第
一，去武汉抗疫小分队时刻等待
号令；第二，管好自己的家人和
单位员工，严格遵守抗击疫情规
定；第三，开拓一切国内外渠道
寻找抗疫资源，把急需物资及时
送到前线。

在全市小区实施封闭管理
之际，马鑫深知在一线坚守的街
道工作人员的辛苦。他从单位
选派人员到街道义务帮助孤寡
老人选购生活用品，并亲自为街
道送去 600 余只口罩和 40 箱牛
奶。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
身影。除夕之夜，马鑫惦记着防
疫卡口的民警们。因担心饭菜
太凉，他驱车百里雇用了 1 台前
线送餐车，并配备了 3 位有经验
的厨师，在现场为民警们烹制热
乎的饭菜。看到民警们吃上热
乎乎的饺子，他十分高兴。“和平
年代的警察是最辛苦的，他们是
时代的英雄！”马鑫说。

2020 年 10 月 21 日，在黑龙
江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马鑫获得抗疫先进个人荣
誉称号。

“积极履行好社会责任，以
感恩的心不断参与各种公益慈
善事业，全力打造具有社会责任
感的幸福企业。”马鑫这样规划
自己和企业的未来。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
水。马鑫，慈善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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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鑫 参 加 2018 年 大
庆市公安机关总结表彰。

马鑫前往甘马鑫前往甘
肃玉门取土肃玉门取土。。

马鑫马鑫。。

马鑫马鑫为贫困学生捐送校服为贫困学生捐送校服。。

马鑫到创业城街道做志愿服务马鑫到创业城街道做志愿服务。。

马鑫为马鑫为““孝心儿媳孝心儿媳””圆梦圆梦。。

马鑫为央视中
秋晚会大庆分会场
的 安 保 警 察 送 月
饼。

马鑫为烫伤男孩
组织慈善捐款。

马鑫获得优秀
治安志愿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