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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石玉成 黄宝华）近来，江苏省丹阳市杏虎村水蜜桃生产基地约134公顷的水蜜桃进入成熟采

摘季。江苏大学“乐农服务团”志愿者走进水蜜桃果园开展助农服务，帮助果农采摘桃子、装箱整理，并指

导果农通过网店、微商销售水蜜桃。图为 7 月 6 日，江苏大学志愿者帮助果农采摘水蜜桃。

多年来，河南省鹤壁市慈善总

会秉持“扶贫济困，扶危济难”的立

会宗旨，以塑造四级慈善组织网络、

多维慈善救助项目为工作重点，以

构建及巩固“全民慈善”格局为奋斗

目标，成为鹤壁慈善事业的引领者

与开拓者。

服务大局彰显价值

鹤壁市慈善总会以《慈善法》为

指引，以民生需求为指向，紧紧围绕

全市工作大局，助力脱贫攻坚，打造

慈善项目，拓展募捐渠道，弘扬慈善

文化，强化志愿服务以及基层慈善

组织建设，各项工作成绩显著。

2018 年，鹤壁市慈善总会共募

集善款 326.59 万元，善物价值 610

万元，帮扶困难群众近 10 万人次。

其中各县区慈善会募集善款98.7 万

元，各志愿者工作站募集善款 57.3

万元，为实施精准扶贫、促进社会和

谐发挥了积极作用。

结合慈善扶贫实际情况，鹤壁

市慈善总会将工作重点落实到帮扶

贫困乡镇及贫困群众上，采取产业

扶贫、大病救助、教育资助、贫困老

人和留守儿童救助等措施，开展落

实到村到户到人的精准帮扶，助推

贫困群众脱贫，防止脱贫群众返贫。

产业扶贫方面，市慈善总会动

员8家企业为淇滨区窑洞村投资26

万元建立大棚项目，帮助村贫困户

脱贫。鹤山区慈善会将企业投资的

1200 万元用于“西顶小镇”古村落

保护和旅游开发项目，实行“两保一

金”模式，使农民就业岗位有保障，

农民创富技能培训有保障，农民大

病救助有保障。目前，全村除1户之

外全部脱贫。

鼓励社会爱心企业和个人设立

各类慈善扶贫基金，助力解决贫困

人口因病、因灾、因学等致贫返贫问

题。在认真总结与市人民医院、爱民

医院、仁德医院合作经验的基础上，

实现了贫困村大病救助基金的全覆

盖。2018 年，鹤壁市人民医院、市老

年医院（市按摩医院）、浚县社会福

利医院等继续实施贫困家庭患者及

时救助。5家医院均设立了150万元

救助金项目，一年间共救助103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淇河家

政志愿者工作站通过培训下岗职工

和贫困户，以学一门技术实现脱贫。

2018年共举办20期家政培训班，培

训养老护理员、保育员、育婴师等

2000余人，助她们走上就业之路。

项目为本品牌为上

慈善项目是慈善事业的有效载

体。针对大病儿童和大病患者的实

际困难，鹤壁市慈善总会实施了“点

亮生命计划”贫困儿童大病救助项

目和“SOS紧急救助”活动。“点亮生

命计划”2018 年共发放救助款 41.5

万元，救助大病儿童 26 名；“慈善

SOS 紧急救助项目”共发放善款

74.6 万元，帮 79 名困难群众提升生

活的希望。“乐龄之家”慈善助老项

目共投入资金 30 万元，建成“乐龄

之家”6 个，为近 1 万名老人提供了

愉悦身心的活动场所。

鹤壁市慈善总会组织“逗号”志

愿者工作站开展“助残夕阳红”项目，

30名志愿者共服务1619人次。他们

还坚持6年，共为山区留守儿童送去

价值6万元的营养奶，使100多名小

学生每天都能喝上一袋营养奶。此

外，“逗号”与爱民医院志愿者团队还

参加了淇河马拉松赛、山城红色马拉

松赛、樱花节、徒步淇河“文明健康

跑”等活动的志愿服务，为树立鹤壁

的美好形象贡献了力量。

市慈善总会组织开展的“慈善

敬老·衣暖人心”项目，为全市集中

供养的 310名五保老人每人购买一

套半夏装与一套秋装。

每年高考季是市慈善总会开展

“点亮学子希望”慈善活动的时段。

市县区各级慈善会积极开展助学活

动，解决贫困学生的困难。2018 年，

共向 525 名学生发放助学金 40 万

元；协助贫困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

款；向 300 名建档立卡家庭新生发

放“入学大礼包”等。

为保护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树

立留守儿童自强自立精神，“守望幸

福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慈善活动。如“幸福营养站”

“幸福书屋”“天使助学”“幸福课堂”

“爱心义诊”等。2018 年共发起活动

35 次，为山区学校送去爱心书籍 1

万册，为留守儿童送去价值 8 万余

元的爱心礼物，受益留守儿童达

2000余人次。

弘扬文化营造氛围

鹤壁市慈善总会在开展“全民

慈善”实践中，将宣传工作作为基础

性工作做实做好，注重培育群众的

慈善意识、理念和社会责任感，汇聚

向上向善正能量，引领全民慈善风

尚，推动慈善事业加快进入人人可

慈善、行行能慈善的大众慈善时代。

2018年，鹤壁市慈善总会表彰

了 7 大类共 151 个慈善先进单位及

个人，他们的先进事迹感召与带动

了更多群众参与慈善活动，形成了

慈善“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

人人皆愿为”的浓厚氛围。如今，

鹤壁慈善事业正在通向温暖与振

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脚步可感，未

来可期。 （据《慈善公益报》）

全国器官捐献
登记志愿者逾135万

7月2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

金会“施予受”器官捐献平台志愿登

记人数超100万，加上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管理平台登记人数，全国志

愿登记人数达到 1352576 人，实现

捐献24269例，捐献器官69302个。

当天，中日友好医院“施予受”

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平台正式上

线，至此全国已有20多家医院入驻

该平台。“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

登记平台成立于2014年 3月，是国

内首个器官捐献登记网站，目前已

发展成为重要的公民器官捐献志愿

登记平台。从统计数据来看，“90

后”已经成为器官捐献的中坚力量，

人数比例超过53%。

目前中国公民有3条渠道可以

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一是到

当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机构，

填写并递交《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表》；二是登录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www.codac.

org.cn)或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进行线上登记；三是通过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授权

其他信息平台报名登记器官捐献

意愿。“施予受”器官捐献平台也

可以进行志愿登记，登记成为器

官捐献志愿者仅意味着公民表达

了支持器官捐献的个人意愿。最

终捐献与否，取决于公民是否达

到了符合器官捐献的医学状态及

必要的程序，并经过严格的伦理、

医学等程序进行。此外志愿者还可

随时取消登记。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跳水女皇”
向中国男排前国手施援

新华社杭州 7月 5日电（记者夏
亮）“跳水女皇”高敏 7月 5日下午带

着由她所发起的北京星能公益基金

会筹集的 20 万元公益金，来到杭州

城东医院看望中国男排前国手郑亮。

今年 49 岁的郑亮，曾是中国男

排“黄金一代”的成员。2017年，郑亮

出现腿部发麻的症状，后期病情愈

发严重，走路困难，后被诊断为脊髓

病变。经多方求医、检查仍无法确定

病因，如今郑亮卧床在家，生活不能

自理。

曾经被誉为亚洲跳得最高的人，

如今却只能整日卧床，巨大的反差并

没有将郑亮击垮。对于生活，病榻之

上的郑亮依旧感到乐观。他在朋友圈

写道：原以为过不去的，竟然悄悄地

都过去了。只希望幸福多一点，悲伤

少一点，心情愉快一点，一切都顺利

一点。余生开心过好每一天！

郑亮的这番话，也让高敏颇为感

触，她在为郑亮发起的爱心筹款中

写道：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正在惊

涛骇浪中挣扎的男人，正在调整自

己的心态观海听涛，这是一种只有

超越自我后的骄傲，也是一种继续

前行力量，让我们一起成为他前行

路上的动力吧！

5785 次爱心传递，20 万元的目

标筹款金额只用了不到五天时间便

达成了。“我们成立公益基金会就是

为了鼓励像郑亮这样曾为中国体育

事业做出贡献，却不幸遭遇困境的退

役贫困及伤病残运动员，希望他们成

为自己生活中的冠军。”高敏说。

“不算日常生活费，除去医保

报销的部分，一年的护工费加医药

费，至少要 15 万。这笔爱心公益金

真的是帮了大忙。”对于高敏和基

金会的帮助，郑亮坦言：“感恩，感

谢，感动！”

郑亮说，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对他

源源不绝的关心和祝福，给了他莫大

的勇气，让他可以坚强地面对人生中

的挑战，继续勇敢地走下去。

山西为二青会招募
4万余名志愿者

新华社太原 7月 6日电（记者刘
扬涛）记者日前从山西省体育局获

悉，山西目前共招募第二届全国青年

运动会（二青会）志愿者44835人，他

们将在今年 8 月的二青会期间为来

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员、观众

和游客提供各类公共服务。

二青会志愿者来自山西省各行

各业，经过多轮面试和测试选拔而

来，其中包括赛会志愿者 7559人、城

市志愿者5081人、社会志愿者32195

人，他们已陆续奔赴山西各地的各个

赛场，为二青会包括测试赛在内的60

余个比赛项目开展累计时长达 740

余天的志愿服务工作。

作为山西省首次承办的全国大

型综合运动会，二青会将于 8月在太

原开幕。

广西面向全国
招募优秀退休教师
乡村支教志愿者

新华社南宁 7月 5日电（记者夏
军）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发布消息

称，目前，广西正在全国范围内公开

招募 1515 名 2019 至 2020 学年优秀

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以充分利

用退休教师优势资源，提高农村教育

质量。

自治区教育厅介绍，支教地点为

广西境内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

连片特困地区以外的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自治区级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民族县、边境县和部分有扶

贫开发任务的县。受援学校为乡镇及

以下的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支教时

间不少于 1学年，鼓励优秀退休教师

连续支教。

根据要求，招募对象为广西退休

的优秀中小学教师；广西以外的退休

优秀中小学教师要满足自愿到乡村

支教、身体健康、退休未满5年、具有

中级及以上职称等条件。

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

按照每人每学年 3 万元的标准进行

生活补助。凡是弄虚作假或不符合招

募对象及条件的人员，一经发现一律

取消资格。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叫红袖标……”

这首歌名叫《“红袖标”团队之歌》，

填词人周圣清是安徽省马鞍山市花

山区矿院小区里的“名人”，大院里，

无论老少，只要在路上碰到她，都会

停下来，认认真真地跟她打声招呼，

亲热地唤一声“周老师好”。

周圣清原是矿院社区一名普通

的教师。1991年从岗位上退休后，闲

不住的她联合起几位老同事老邻居，

组建起了一支晨练队和一支文艺队，

为小区带来了欢声笑语。后来，周老

师又主动地扩大了“业务”范围，将社

区里的电工、木工、水工、理发师等有

特长的热心居民，组织成“平安志愿

服务队”，并组建注册了公益性社会

组织“红袖标爱心助邻社”，成立了

“红袖标”爱心助邻社党支部。日常生

活中，这支队伍配合社区，义务开展

卫生保洁、治安巡逻等志愿活动，投

入到照顾帮扶孤病残老人的志愿服

务中，成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活跃

力量和社区建设的好帮手。

余热映初心
共建文明新社区

“请各位注意关好门窗，注意用

电用气安全，3栋的住户，衣服还晾

在外面……”刚进入 7月，午后的诗

城暑气正盛，花山矿院社区“红袖

标”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们开始了一

天中的第二次例行巡逻。看看哪家

的门窗没关好、提醒居民注意用电

用气安全……红衣红帽红袖标，队

伍所到之处欢声笑语，矿院社区里

一派安详和谐的景象。

“红袖标”的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12 年，目前成员已有近百人，其

中年龄最大的 88岁，最小的也已年

过六旬。工作中，这支队伍被分成

扶贫帮困、登门维修、义务治安巡

逻、政策宣讲、文艺演出等不同小

组，成员们自觉担任起社区居民的

“服务员”、呵护家园的“巡逻员”、

邻里矛盾的“调解员”、民情民意的

“信息员”和党的政策“宣传员”，居

民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我们的大

管家”。

上午、下午各两个小时治安巡

逻；每天上门为特困群体买菜、理

发、打扫卫生；走家入户一遍遍宣传

文明、环保和限放烟花爆竹；去敬老

院、福利院表演自创的节目；去幼儿

园、学校传播正能量……每天，队员

们准时上岗，轮流值班，工作中，他

们老当益壮，热情活跃，不管是上门

服务维修、社区文明创建还是小区

治安巡逻、居民矛盾纠纷调解、社区

信访维稳，多年来，志愿者们在一件

件小事中，给社区带来满满正能量。

红心向党
志愿服务勇追梦

周 圣 清 记 得 很 清 楚 ，自 己 是

2012 年 7 月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的，

老人家一辈子不甘落后，无私奉献，

能够成为一名党员，别提有多高兴

了。“我是个孤儿，是在党的关心教

育下成长起来的，现在我有能力，就

要以实际行动回报党恩，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奉献。”

在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之

前，周老早已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要

求自己，不计得失，无私奉献。老年

大学是社区老年人休闲学习的好去

处，但在开办之初，也遇到过大大小

小不少问题，都是周老一件一件解

决的。没人来上课？周老挨家挨户作

动员；缺教材？缺师资？周老动员自

家儿女和老伴齐上阵，从 2009 年开

始，一家人都成了社区老年学校的

义务老师，每学期，按课程表上课从

来没有间断过。

受周圣清影响，许多志愿者加

入到了老年学校中来，学校越办越

红火，成为老年人互相交流的新去

处。周圣清和其他三位志愿者如愿

入党后，其他老年人也很受鼓舞，纷

纷提交入党申请书。2015 年，“红袖

标”爱心助邻社党支部正式成立，周

圣清不负重望地被选举为首任党支

部书记，现在，党支部里已有 19 名

党员，平均年龄 65 岁，老人们的志

愿服务热情进一步被点燃，她们表

示，“只要自己还做得动，就会一直

在志愿服务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退休不褪色
为民服务显本色

“看那志愿服务队员人群中穿

梭，再看红袖标的队旗飘扬在空

中 ……”在社区文艺演出中，这首

《“红袖标”之歌》是志愿者服务队的

“必唱曲目”。“红袖标”骨干队员、陈

凤田老人是志愿服务队中的二胡老

师，经常带领队员们参加演出，他

说，“人老精神不能老，就是要唱出

精气神，唱出新追求。咱们是‘红袖

标’老年服务队! ”

据他介绍，每逢重要节日和市、

区开展重大活动，志愿者服务队的

成员们都会及时编写一些紧跟形

势、贴近居民的歌词，套用流行歌曲

的曲谱，在文艺宣传演出中传唱。

除了文艺汇演，在扶老助困方

面，“红袖标”爱心助邻社也不断创

新形式方法，为居民提供更便捷的

服务与帮助。日常生活中，他们对

社区 65 岁以上的老人逐个上门调

查，对社区200余位老人家庭情况，

病史及子女联系方式一一造册，组

织志愿者开展一对一帮扶，并向老

师发放特制的“爱心传递卡”，卡上

贴心地标明志愿服务项目和周圣

清的服务电话号码。目前已有 207

人通过“爱心传递卡”得到志愿者

们的帮扶，老人们戏称这张卡片是

“护身符”。

现在，周圣清与红袖标党支部成

员还以社区老年学校为载体，开办讲

堂，开办公益讲座。此外，还牵头筹建

起“红袖标志愿服务基地”，努力打造

展示志愿服务成果、交流经验、开展

活动、培育志愿服务载体的新平台，

社区中老年人们在这里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在学习、娱乐交流中提升文

明素质，实现自我价值。

安徽马鞍山：
红袖标点亮社区文明之灯

陈欣然 郑强强

推动慈善事业进入人人可做、行行能做时代
——河南鹤壁慈善总会构建及巩固“全民慈善”格局的生动实践

助农服务到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