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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政协常委 广东灏然实业董事长

李然:守初心担使命 履职尽责谋发展

他，从家族企业中出来，
身上却看不到一丝丝“富二
代”游手好闲、纨绔子弟的影
子；他踏踏实实，从最底层的
业务员工做到今天市、县知
名企业家。对生活、对企业，
他时刻保持危机感。在不断
学习、交流、总结中来适应社
会的快速发展，积极寻求探
索金融产业经济的多元化发
展路子。

他说“只有不断磨砺自
己，一步一个脚印，以后才经
得起风风雨雨。始终着眼于
创新与发展，单打独斗不如
抱团取暖，才能更好地融入
到时代的潮流，充满生机。”

这一期让我们一起来领
略一下这位为事业拼搏奋
斗, 为公益尽心竭力, 为政协
委员尽责尽职、积极参政建
言、议政献策的政协人风采
——李然。

担任政协委员以来，李然一直牢
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在创业致富的
过程中，始终关注着自己所在城市及
家乡社会和民生的焦点，他坚持学
习，在忙碌中设法挤时间，坚持自觉、
系统学习中国人民政协协商制度的
理论、有关法律法规知识。

为事业拼搏、为社会贡献的同时，李
然始终牵挂着家乡华城黄布村，十多年
来，他坚持把企业利润的5%拿出来做慈

善公益。每年还捐出3万多元作奖教奖
学金，对特殊学校、单亲家庭等困难群体
坚持资助其生活费。村里修造“状元路”
路基时也积极响应，捐了30多万元。

为助推家乡振兴发展，李然积极参
政议政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家乡发展
的好建议。他看到五华城区环境不断
优化，在县委县政府的努力下，有了翻
天覆地的改变。但文化底蕴这一块有
点缺失，所以他建议县委县政府重视文

体旅方面的发展，丰富县城的文化生
活，他现在比较关注城乡人居环境的提
升，今年两会上他特别提出加强公共设
施维护和管理的建议，他说既然前期已
经把绿化和各项公共设施都做得那么
好那么到位，那么后期的精细化管理
就要跟上来，建立对公共设施管理、维
修、维护的长效机制。建议相关部门，
公园及景点等公共设施进行检查，发
现问题及时进行修复，提升服务水准。

李然，1980年出生，父亲李成开吃苦
耐劳、刻苦实干从一个学徒开始创业, 白
手起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从小在父亲
身边，耳濡目染，李然在父亲熏陶培养下
从小就懂得了踏实做事、诚实做人、以善
处世、做人要走正道的美好品质。

高中毕业后，李然以优异成绩考入
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梅州市国
土局工作。可在国土局公务职位上清
闲且温饱无忧的日子并不是李然所要
的，因为他从小就立志要像父亲一样创
造一番事业，为社会作出一番贡献。

“是虎会上山, 是龙会下海”。为了
磨练李然，父亲李成开用心良苦，让他从
华诚的普通工干起，蹲工地、住工棚、打
地铺、跑业务……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炼，
李然已成长为华诚独当一面的大将，李
成开也开始放心放手让李然独自管理华
诚。华诚业务涉及市政、道路、桥梁、土
木工程与房地产开发。在李然的科学创
新和管理下，业务和生产迅速提升，每年
都有一项以上工程获市以上优良样板工
程。2005 年，李然承接建设的广东东山
中学艺术中心被评为“广东省双优样板
工程”；韶关东方家园建设项目、蕉岭县

石窟河一河两岸亮化美化工程、兴宁市
市政道路工程均以优质安全获得建设主
管部门好评。

2008年李然成功中标李嘉诚旗下
的中华电力肇庆新湾水电站的建设施
工，为了抓好工程的安全和质量，李然
吃住在工地上，按合同提前半年快速优
质完成施工任务，工程建设的优质高效
获得建设主管部门连连赞许。

此后，李然进一步开拓省内外市
场，成功承接了广西柳州近亿元的水电
建设工程项目，并以其安全、高效、优质
倍受工程主管部门的赞赏。

2016 年，在创业道路上摸爬滚打了
10 多年，已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和经营经
验，树立了自己良好的品牌形象!李然注
册成立广东灏然实业公司。

在李然的带领下，灏然致力于加强
企业的现代化经营管理，努力提高员工
的诚信意识和服务理念。努力提高服
务质量和工程质量 ，并实现了与知名地
产商的成功对接 ，先后与国内多家知名
大型地产商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连
续多年公司年创税超千万 ，为社会经济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

李然经常提醒自己，经营企业，
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久经商海的
李然通过全面的商业分析，凭着敏锐
的时代嗅觉，意识到时代的变化会比
我们想象得更快，不接受新时代的变
化，就会被社会淘汰掉。只有正确的
认知时代，才不会被抛弃。

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这
是一个资源共享的时代，这是一个
优势互补的时代；一个人能够与多
少人合作，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一
家企业能与多少人合作，就能成就
多大的平台。 本着这一思路，2019
年 8 月 2 日，五华县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联合会（简称五华县新联会）成
立了，李然当选为会长。这也是梅
州市首个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名
称和主体的社会组织。主要由五华
县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
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
人员、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人员
等新阶层代表人士自愿组成，是具
有统战性、联谊性、专业性的非营利
性社会团体，是县委、县政府联系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是
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
重要载体。

新联会在会长李然的带领下更
为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今年年
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后，身为政协委员、新阶联会长的
李然积极发动协会会员，发挥“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踊跃捐
款，共筹得爱心善款32000元，支援抗
击疫情工作。在防疫物资紧缺的关

头，他想方设法从海外购买了口罩 1
万多个，从惠州、东莞购置了100多桶
消毒水捐给自己的员工及其他需要
的人员。

平日里，李然也常常发动会员们
做了许多公益事业，曾多次看望、关
心、扶持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抗战老
兵及其内部有困难的会员。

好戏连台庆重阳
尊老爱老传美德

10月 22日上午，澄湖健康运动
协会在水寨镇澄湖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广场举行了一场九九重阳节敬老
文娱活动。

活动中记者发现，此次活动的表
演者既然是协会的20多位中老年人，
他们身穿黄色太极服，表演着《二十四
式太极拳》、《四十二式太极拳》等一个
个精彩的节目，老人们不仅精神饱满、
动作协调，而且把太极的中正平稳、均
匀柔和、舒展大方、绵绵不断的特点表
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大饱眼福的太极表演过后，还

有弹唱，合唱，闹八音等节目吸引了不
少村民的观看，舞台上笑容灿烂、舞姿
轻盈散发着“青春朝气”的舞者，展现出
了老人年轻时的风采。

据了解，这是协会的老人们自发组
织，通过自己演出的方式，给自己过上
一个更有意义的重阳节，也是给村民们
过上一个更有意义的重阳节。此次活
动的举行，展现出了老年人积极向上，
乐观阳光的生活态度，展示出了老年人
张扬个性、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夕阳
风采！以独特的方式营造了敬老爱老
的社会风尚。

澄湖村：九九重阳节敬老文体活动

10月 22日，平南三田村举行“华利
公司第二届健康长寿节”。村里 100多
位老人欢聚一堂，共迎重阳佳节。

活动现场，平南社区文艺队、村里
老年人文艺队精心编排了歌舞表演，
载歌载舞庆祝自己的节日，也为所有
的老人送上了真挚的祝福。文艺爱好
者为村民现场展示了书法、杂技、武
术、即兴山歌，为现场老人带来了丰富
多彩的文艺节目，特别是通俗易懂的
山歌剧《轮来轮去做家娘》呼吁大家要
尊老、敬老、爱老、共同关爱老年人，赢
得了在座老人们的阵阵掌声。

据了解，这是华利公司举行的第
二届健康长寿节，旨在共庆重阳佳节，
倡导孝老敬亲。公司负责人李思华表
示，公司以后会把活动一如既往的开
展下去，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爱老敬老
的优秀传统美德，营造尊老、爱老、助
老的氛围。

日前，县志愿者联合会、县中医
医院组织“山乡天使”医疗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到县光荣院开展敬老迎
重阳志愿活动。

在县光荣院，医疗志愿者为院里
的老人们开展义诊。询问了老人们
的身体状况，并为老人们免费测量血
压、血糖。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
时进行处理，同时针对老年人的身体
特点，向老人们和护理人员开展了脑

卒中、冠心病、糖尿病等常见疾病的
治疗、预防和护理知识讲解，医疗志
愿者还逐一为光荣院的老人们建立
了医疗档案，为以后更好地开展关爱
老人的志愿活动打好基础。

义诊结束后，为老人们送去慰问
物品和节日的问候，和老人们同迎重
阳节！整个光荣院洋溢着欢乐、祥和
的节日氛围，把温暖送到老人们心里，
让老人们感受到浓浓的真情和爱心。

“山乡天使”医疗志愿服务队到县光荣院义诊

10 月 24 日上午，五华吧爱心
志 愿 服 务 队 组 织 了 10 多 名 志 愿
者，到河东镇牛石村对四户贫困户
开展了“贴吧有爱·重阳情暖”慰问
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分别把大米、
花 生 油 等 慰 问 品 送 给 四 户 贫 困
户，提前为贫困户送上重阳节日
的祝福，同时，帮老人打扫家中卫
生、整理杂物、收拾碗筷、铲除门
前杂草；并与贫困户进行了亲切
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现状、
健康状况、经济来源和生活开支
等情况，仔细询问他们目前生活
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和在生产生

活方面的发展计划。贫困户纷纷
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感谢
志愿者的关爱！

五华吧爱心志愿服务队积极
弘扬志愿精神，充分利用节假日开
展常态化慰问困难群众，得到了当
地 干 部 和 群 众 的 充 分 肯 定 和 赞
扬。志愿者表示：“五华吧爱心志
愿服务队，在慰问活动中，经常着
重于关爱贫困家庭的留守老人，弘
扬尊老敬老的孝道文化、共建社会
文明新风尚。今后，我们贴吧有关
爱、情暖夕阳红的活动将一直持续
下去！”

（本报综合报道）

五华吧爱心志愿者慰问牛石村老人

平南三田村：
第二届健康长寿节

看庭前花开花谢，荣辱不惊；望天
上云卷云舒，去留无意。年逾七旬的
退休干部陈咸康，从军旗下走来，几十
年在乡镇基层工作，淡泊名利，服务群
众，直至退休。他永葆军人气质，一身
正气，退休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他说
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给他今天的幸福美
好生活。

从军旗下走来的陈咸康老同志
为人热情好客，与他握手的时候，他
的手掌，宽厚有力而温暖，身板挺拔，
仍保持着军人特有气质。回忆往事，
陈老非常健谈，记忆清晰。1968年 10
月，陈咸康怀着一颗军人梦想，投笔
从戎来到了军营，第 2年就光荣入了
党，并提拔为班长。至今已有 52 年
的党龄。

回忆部队峥嵘岁月，陈咸康说部
队是一个大熔炉，锻炼了自己的坚
强意志，哪怕是在日后再辛苦的日
子，也会恪守为人的底线和做事的
原则。陈咸康仍清楚地记得，在部
队时他就以见义勇为受到部队首长
的嘉奖。那是 1969 年 5 月 14 日下
午，他所在连队正在开学习会，当时
天气恶劣和环境条件落后，部队的
大炮引来雷击，当场雷击烧伤多人，
其中 4个人生命垂危，很多人慌成一

团，身为班长的他，马上在第一时间
向部队领导汇报，并带领战士用工
兵工程车，把受伤人员送到医院抢
救治疗。

扎根乡镇基层，服务群众化解矛
盾。陈咸康 1973 年从部队回到地方
以后，先后在华阳、龙村镇，长期在基
层一线工作，做过纪检、计生等工
作。他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爱岗
敬业，以部队军人作风，勇于负责，不
以权谋私，积极向上。哪怕是在当时
生活最困难的日子，他是用自己的体
力，一肩挑起 200 多斤木头到揭西，
赚取微薄的脚力费维持帮补生活的
艰辛。

陈咸康时常教育子女，为人要正
直善良，行良行善，淡泊名利。他自己
也是这么做的，在龙村镇工作期间，有
一次路经塘湖村看到两户人正在争用
水源，吵得不可开交，都手握锄头挥舞
棍棒准备动手打架，陈咸康看见之后
当即上前劝阻，对他们说：“禾苗没水，
可以商量好引过来就行，如果打架引
发人命，那就得不偿失了。”双方在他
的劝阻下回归理智，妥善解决了用水
争议。

在陈咸康言传身教的熏陶下，他
的子女个个为人善良，积极向上，并把

儿子像自己一样送往到军营当兵，去
接受部队的锻炼。

退休之后，陈咸康与家人同享天
伦之乐。不变的是他的一身正气，乐
于助人，发光发热。有一次，他送小
孙上学路经县武装部入口处路段，看
见一名学生被骑自行车的人撞倒，碰
破头部，头部血淋淋往外冒出来，陈
咸康当即利用自己在部队时学到的
抢救知识，按住伤者的头部，避免了
伤势进一步扩大恶化，同时。积极联
系救护人手，并陪护伤者送到县医院
抢救，事后伤者学生家长拿出仅有的
50元钱，要酬谢陈咸康。陈咸康婉言
拒绝，推回给家长，说给小孩买营养
吧。也有人对陈咸康说，你不怕伤者
家属讹诈是你撞伤了小孩？他说我
不怕，有这么多人作证，我相信世上
好人占多数。

莫道桑榆晚，最美夕阳红。退休
之后的生活悠然自得。陈咸康偶尔也
会弄弄花草，帮家种种小菜，带带小
孩，生活平淡而幸福，其乐融融。他很
知足，他说自己是党和和政府培养出
来，给了自己保障，安享晚年，退休生
活也越来越好，自己应该好好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

（丁文茂 陈利燕）

退休干部陈咸康：一身正气 淡泊名利

系列报道之十

奋斗铸就辉煌路 创新机制促和谐

凝聚全力解民忧

爱满重阳节，情暖老人心！在重阳节来临
之际，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我县多地都举行
了形式多样的欢庆传统佳节的活动。

↑共享天伦乐——陈咸康退休后和家人安逸生活

→永远跟党走——陈咸康（左）入伍时与战友手持“毛主席语录”留影

●信息来源：五华县政协文史室
图/文 本报记者丁文茂 陈利燕

文艺文学•诗歌

霜降寒蝉噤，层林尽染红。
登高何处好，回顾旧情融。
叶落知秋意，鸦翻噪晚空。
南山堪悟道，采撷菊花丰。

庚子重阳登高咏怀伤者
●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