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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你搞这么多床行吗？孙立斌说，

“规模越大越好。咱们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中国

梦，我的中国梦就是让更多的人能有一个幸

福的晚年，不仅仅是个梦。我第一步规划，我

这个院子这片楼能放 3000多张床，三年之内
我能救助 3000多人。”十年之内，孙老幽默地
说，“如果不出什么特殊状况还能活十年的

话，我准备把之前买下来的外环的那片地，还

有西边那些加起来有 200多亩地，我初步算
了算最少能搞四万多张床。高青县现住人口

全县 35万人口，县里的人口不到五万。我如
果能搞到四万多张床的话，我就能弄一个十

万人口的小城市。为什么呢？第三产业链，四

万人一天光吃饭能吃多少？基本的生活用品

得多少？还有穿衣等。这四万人再加上来探望

老人的，这就又增加了一块流动人口。来探望

的这些人有些是当天赶不回去的，这就要有

配套的宾馆、超市等为这些人提供方便。”

我们的记者又问道：入住你的养老院的

人是否有地域的限制？

孙立斌老先生说：“没有限制。但是目前有

地域限制，现在是五区三县。为什么呢？就是农

村合作医疗这一块，淄博市统筹了，淄博市的

人来这里跟在淄博市本地在农村合作医疗上

享受同等待遇。据我估计，明年应该全省统筹

了。这离全国统筹还远吗？等全省统筹了，我就

接收全省需要救助的人，如果全国统筹了，我

就可以接收全国的老人。等全国统筹了，我就

去延安、井冈山等。那些相对比较贫穷的地方

还会有没人管没人要的老病残，我到那些地方

再去做慈善事业。”孙老又自豪地说，“我孙立

斌再不好，也是受到四届国家领导人接见的。

我想着干点好事，在中国干点好事、干点大事、

干点没人干的事。我现在不要这个名了，我要

的是这个事。我 70岁的人了，还要那个名做什
么？我孙立斌是农民出身，我是刨高粱的，我在

农民的这个圈里我的名已经够用的了，我不客

气地说，一般老百姓是达不到我这种境界和能

力的。全国人大代表、劳模，这已经够用的了。

我不再争取什么名、利。我只要这个事，这个有

意义的事就足够了。我现在只是想再次体现自

身价值。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说到这里，

孙立斌轻轻拍打了一下由他所救助的 80多岁
的老人手工为他缝制的衣衫。

孙立斌的言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震撼，

一种感动，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孙立斌是高

青县的骄傲，是我们的榜样！在他的面前，我

只有沉思。孙立斌之所以能，是因为他相信

能。他深知如果想要更多的玫瑰花，就必须种

植更多的玫瑰树。

幸福中国梦

不可复制的精彩人生

红豆杉架子床

本报记者 朱蕾蕾

当记者一行见到孙立斌孙老的

时候，我们不难想象眼前的这位就

是被深深烙在每一个高青县人民心

中的领军人物———孙立斌。孙立

斌，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个传奇。

他的事迹和故事在高青县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直到现在孙立斌在高青

县依然能够做到振臂一呼！

当记者得知他又要有大思想、

大动作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老县

长孙立斌家，对其进行了独家专

访。

我们都知道孙立斌是高青县家

喻户晓、德高望重的企业家、政府

官员、慈善家、实干家。这一次，

为了他热爱的慈善事业几乎倾其所

有。孙立斌带记者看了他打算卖掉

的毕生所收藏的世上稀有的红木家

具和部分国宝级的大型木雕工艺

品。他甚至于要卖掉当年一瓶难求

的“猛龙威”保健酒酒厂。孙立斌

想要将其全部变卖掉以扩大自己热

衷的慈善事业，种植出人们心中最

美丽森林。

人生伟业的建立，不在能知，

乃在能行。孙立斌不仅能行，并

且先行。以丰富自己的人生、造

福社会。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

只有在奉献中，才能感到最高度

的快乐。可谓先知三日，富贵十

年。孙立斌拥有一生用不完的财

富，那就是社会的认可和人们心

中的那份尊重。

慈善家孙立斌：红豆杉映出的骄傲

孙立斌是当地第一个穿西装的人、第一个

带领的人、第一个坐小轿车、第一个用上空调

的人。甚至于在去北京的时候，他拎着个大箱

子把西装领带放在里面，半路换上，回到高青

的时候再换下来。因为那个时候没人见过这种

装束，甚至有人说：小孩才扎红领巾，你怎么脖

子上也系个布条子，算是哪一出呀？孙立斌老

先生说，穿西装打领带、戴戒指、抽好烟、坐轿

车不是为了摆阔，而是完全为了工作！为了在

和港商谈判的时候不至于从外部形象上被对

方压倒，也让对方看看咱们农民的形象与实

力。他当年在电子工业部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形

象以及他个人的智慧和人格魅力，结果他争取

到了 200万元。当时的 200万元几乎对于一个
小县城的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呀！当孙立斌装

上空调时，那是台窗式空调。人们都以为他要

养鸽子了，弄了个鸽子屋。在七八十年代，确实

是有很多人看不惯他，因为绝大多数人是没有

见过这种标新立异的人物的。所以有众多的猜

疑与不理解、不认可。

孙立斌就是这样顶着压力、带着信心在

争议中、困境中走出了不可复制的精彩人生！

我对孙立斌的采访远远还没有结束，我

期待着，期待着孙立斌的慈善事业壮大的时

候我们还会去报道他的感人事迹。

（对这些藏品若有意收藏者可与中国企

业 报 山 东 记 者 站 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

0531-86160828）

红豆杉架子床。要说到红豆杉

架子床，我们必须先了解红豆杉是

一种什么样的木材。红豆杉是木。须

先了角世界上公认的濒临灭绝的天

然珍稀抗癌植物，他的树皮有抗癌

物质———紫杉醇。1994年红豆杉被
我国定为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同时被全世界 42 个有红豆杉的国
家称为“国宝”，联合国也明令禁止

采伐，是名符其实的“植物大熊猫”。

2001 年国际市场上优质紫杉醇的
售价已高达每千克 18万美元。

孙立斌所收藏的这张架子床整

张床便是用这种号称“植物大熊

猫”的红豆杉，聘请了浙江东阳传

统老工艺师父历时数月精制而成。

这张架子床不仅仅是耗时，更大的

价值在于材料上。一个人最大的财

富莫过于健康，红豆杉架子床不仅

是一件用来睡觉休息的家具，不仅

是一件值得收藏的工艺品，更是一

件让你远离癌症的神器！红豆杉这

种神奇的植物加上精美的工艺，成

就了一作举世无双的魁宝！

其中的《清明上河图》雕刻在

紫檀木中，实为一朵艺术奇葩绽放

在世人面前。紫檀木雕刻乃中国一

绝，受其家父影响的孙立斌，爱好

文物收藏，对民间文化艺术有独到

认识的孙立斌力投巨资终于将《清

明上河图》于享有寸檀寸金之虞的

紫檀木二壁合一，成就了紫檀木艺

术雕刻的极品。孙立斌组织完成了

紫檀木雕刻《清明上河图》，有一件

一组。一件是指，与清明上河图原

画尺寸大小完全一致的《清明上河

图》整体紫檀木雕刻作品。耗用紫

檀木 2吨多。前后有 30多位资深的
雕刻艺人用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

完成这件集珍材和艺术为一体的

完美的工艺巨作。工艺木雕师采用

了浮雕、圆雕、镂空雕、微雕等多种

雕刻手法，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

立体的再创作。雕刻的人物面相清

晰、神态各有不同。人物表情丰富

多彩，或悠闲或劳作或买卖或吆喝

或闲荡，三教九流各俱生态，从冷

清的乡下田间小道上坟的几个人

开始，到繁华盛世的城市中心，逼

真的再现了清明时节汴京的生活

情景。清明的老杨树虬曲老树枝就

像真的一样。而房顶的瓦片几可数

举清。

紫檀木雕九龙电话机。被誉为

“帝王之木”的小叶紫檀木又称牛

毛纹紫檀。紫檀木雕九龙电话机是

一件精巧的作品，作品采用了完整

的一块小叶紫檀木料，通过精巧的

设计，把一个精美的工艺品和实用

的电话机完美地结合到一起。作者

采用深浅浮雕结合的手法，生动地

刻画出传统题材九龙戏珠。不失为

一件精美而珍贵的藏品。

百子戏佛。作为工艺品代表作

之一的百子戏佛，创作历时 1 年
多。工艺师用精湛的技艺，淋漓尽

致表现了中国传统喜佛弥勒佛的个

性，而那一百个小孩子神态各异，

或坐或卧或戏嬉吵闹或争抢推拉，

其雕工饱满独特，刀法娴熟精细，

异常灵动飘逸，造型悠然自得非常

自在，整个佛像木质紧密油性极

佳，国人自古崇尚多子多福吉祥喜

庆，而本件作品处处无不透着吉祥

喜庆的气氛。红木自古有新旧之

分，本用品便是极难得的红檀老焖

中的极品。

惟妙惟肖的紫檀木雕

举世无双的架子床

说到孙立斌老先生的慈善

事业，他已经有一个较为成熟

的“高青县慈善医院”。已经搞

了八年的试点，进入他的医院

的人，看病不要钱、吃饭、穿衣

等全都不要钱。

他说，目前主要收的是四

老一贫，即：老党员、老干部、老

退伍军人、劳模。我们的记者问

道：老干部也是农村的吗？孙立

斌说：“是的，老村支部书记、老

大队长等，这些老了没人管了，

我来管。我这里还有一些抗美

援朝的军人呢！一贫是：就是贫

困户。家里的房子年久失修，没

有子女，或者有子女却没有人

愿意管的，我都管！还有四管。

管吃、管住、管穿、管看病吃药。

来这里接受救助的如果是不能

动，那我就会派专人照顾，给他

说话、按摩、擦澡，到了这里就

再也不会让他感觉到无助。

搞这个试点以后呢，现在

感觉还行，这种慈善事业越干越

能从中体现出自身价值、越能找

到生命的意义。第一，这一块还

是要靠共产党，没有党的支持也

是很难持续下去的。农村合作医

疗去年是交 80块钱，报销最高
能报到 20万元。老人都会生病，
生病就需要吃药，这一块中药的

报销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加上工

人的工资、水电暖等。

我自己感觉做慈善事业，

一，是一种境界；二，得会赚钱。

你没有钱你拿什么去做慈善事

业？我整天说，不要虚荣心太

强！赚钱哪里不好？赚钱是天经

地义的事！但赚钱有两条，第

一，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家

都在赚钱，国有企业不也在赚

钱？企业不赚钱财政怎么发工

资？我孙立斌赚了钱，是为了给

更多的人养老。现在的贪官不

也赚到钱了吗？你的钱是哪里

来的？你不是取之有道！你是

贪污来的，甚至于说你赚来的

钱到头来只能买一副冰冷的手

铐。除此之外，你什么也买不

到。而我赚的钱是养老的！我

走的这个路子，我认为是对

的，我要继续走下去。

我的这些家产我已经明确

地告诉子女，谁都不要去惦

记，我不会留给你们，我要用

这些东西去做更多值得去做的

事情，将来你们所能继承的也

只有我的慈善事业。

2005 年搞慈善医院的时
候，支持针灸大夫一天给 200
多个病号扎针，全免费。需要

吃药，我就给拿上钱。还是党

的政策好，现在合作医疗给报

销了，报销 80%。有了合法的减
少开支的渠道，结余下来的资

金我也不去搞别的，还是要花

在他们身上，帮他们提高一些

生活水平。”

做慈善是一种境界

孙立斌

大紫檀清明上河图（此图为全套十幅作品之一）

小鸡翅木十八罗汉山

红檀百子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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