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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库尔勒
“女童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成文明品牌

沈雅屏 许庆光 王玉召

第四个“中华慈善日”：

慈善共创美好生活

太原开展“天下无废”环保活动 助力社区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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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9 月 5 日是第四个“中华慈善

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慈善聚

焦脱贫攻坚，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笔者在各地采访发现，随着社会公

众慈善观念逐步提高，慈善事业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社会慈善氛

围也越来越浓。

关爱困难群众
慈善事业融入日常

秋天带来收获的喜悦，也带来

无限的善意和爱意。近期，全国多地

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展示

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的热情。

在上海，“保护关爱困境儿童”

系列活动 9月 5日启动，“中华慈善

楷模”杨德广等人在活动现场与 17

个品学兼优困境儿童的家庭结对

帮扶，帮助困难家庭父母履行监护

职责。当天，上海“关爱困境儿童专

项基金”和“关爱困境儿童慈善信

托项目”同时设立，将分别为困境

儿童提供学业资助和优秀奖励。

在湖南永州，志愿者们带着大

米、月饼、棉被等物资来到黄泥桥社

区、冷水滩区福利院等地，挨家挨户

慰问贫困户，摸排走访困难人士，把

爱心物资送到他们手中。

“遭遇了无情病魔，却让我看到

人间有爱。”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

主题捐献活动上，来自什刹海街道

的护工丁玉琴讲述了自己从受助到

助人的故事。

2011 年，丁玉琴被查出患有乳

腺癌，这让她的生活陷入绝境。街道

各部门以及街道住户累计为她捐款

7万元，不仅让丁玉琴得到及时有效

的治疗，也赋予她同病魔斗争的勇气

和信心。如今，丁玉琴已重返工作岗

位，并在今年社区换届选举中成功当

选西巷社区副主任。“我要继续发挥

余热，尽自己所能帮助身边有需要的

人，将这份爱心传递出去。”她说。

脱贫攻坚
慈善助力

当前，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决胜

的关键阶段，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

定必胜的信心。

“在慈善总会的帮扶下，我们村

已顺利实现整村脱贫。”在重庆市

云阳县龙洞镇朝阳村，村民代表张

达安说，重庆市慈善总会近三年共

计协调解决帮扶资金 532.83 万元，

帮扶该村发展 133.3 公顷核桃产业

和葱花基地，解决 3 个组 570 余人

的 饮 水 问 题 和 200 余 人 出 行 难

问题。

重庆市慈善总会刘光磊会长

说，仅在 2018 年至 2019 年 6 月，重

庆市慈善总会用于产业扶贫、健康

扶贫、教育扶贫的支出就达 7.1 亿

元，占同期总支出的90%。

慈善事业是政府扶贫工作的补

充力量，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已成为

各地慈善事业最主要的任务。

在甘肃白银平川区，“中华慈

善日”当天，平川区慈善会的工作

人员向当地群众发放助力脱贫攻

坚慈善募捐倡议书。平川区慈善会

副会长贺廷志介绍，平川区慈善会

已发起“情暖平川——助力脱贫攻

坚”公益项目，发动社会爱心人士

积极捐款，爱心人士捐赠一元钱，

甘肃省慈善总会配捐一元钱。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当前

脱贫攻坚战中的“痼疾”。广东省慈

善总会连续 10 年开展“大爱救心”

项目，救治低保贫困家庭先天性心

脏 病 患 者 ，擦 亮 医 疗 救 助 项 目

品牌。

全民参与
慈善事业不断成长

慈善的力量同样体现在能解决

群众的日常小事。9 月 5 日上午，笔

者来到沈阳市三八南社区，几位老

人正坐在新安装的长椅上唠家常。

几天前，21 把暖心长椅被安装

在三八南社区，这是沈阳市慈善总

会与爱心企业合作开展的暖心长椅

项目。沈阳市慈善总会会长李林畔

说：“多为老百姓做实惠事，就每天

都是慈善日”。

随着慈善事业不断推进，如何

搭建全社会层面的慈善参与机制，

实现科学慈善也成为各方面关心的

问题和探索的方向。

移动互联网时代，慈善事业顺

应潮流，积极探索线上线下互动。通

过“科技+文化”与公益连接效果可

观。在过去几年，由腾讯联合数百家

公益组织、企业、机构发起的“99公

益日”捐款人次从最初的 205 万增

长到2800万。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师曾志说，互联网平台公益有利于

个人实现社会价值与认同，获得精

神上的升华。

“新时代赋予慈善工作新的使

命和更高要求。”昆明市慈善总会副

会长杨开勇说，在今后的工作中将

牢固树立崇尚慈善、依法慈善、规范

慈善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慈善为民理

念，聚焦脱贫攻坚、特殊群体和群众

关切，不断开拓创新，为促进慈善事

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新华社 杨有宗 吴振东 邰思
聪 谢樱 李雄鹰 李铮 于也童 程
楠 伍鲲鹏 林碧锋）

为使志愿服务工作朝着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近日，安徽省怀宁县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我先行，青春铸就中国梦”活动。图

为怀宁县黄龙镇的 20 名青年志愿者在康宁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活动。 钱续坤 潘邦 摄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一项名

为“女童保护”的志愿服务项目在

新疆库尔勒市及周边的小学里静

悄悄地开展。经过专门培训的志愿

者，通过生动活泼、结合实际的现

场教学，把细致入微的温暖关怀带

给孩子和家长们。

今年是库尔勒市温暖阳光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这项活动的

第二个年头。该中心负责人李晓

红说，“女童保护”项目是从中国

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引进

的，目前库尔勒市已有 2万多名小

学生受益。

“库尔勒市的志愿服务工作

正朝着组织化、专业化、项目化

方向发展，已经成为传播时代新

风、弘扬社会正气的文明品牌。”

库尔勒市文明办副主任杨晓娟

告诉笔者。

库尔勒市是蝉联四届的全国

文明城市，志愿服务是促进该市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

这些年，库尔勒市高度重视志愿

服务工作，目前已经形成了由市

文明办、市志愿服务协会、社区

志愿服务站、各行业单位志愿服

务队、社会志愿服务团队等组成

的管理规范、布局合理、服务完

善的组织体系。目前，全市注册

志愿者已达 6.2 万人，占常住人

口的 12%。

今年 6 月 4 日，由国家心理健

康咨询师、库尔勒市“访惠聚”办公

室志愿者等组成的库尔勒“访惠

聚”心理健康志愿服务队成立，是

库尔勒市志愿服务工作向专业化

发展的一个标志。

“过去一说志愿服务就是‘老

三样’：打扫卫生、义务理发、关爱

老人。随着时代发展，志愿服务也

在不断提升内涵品质。”杨晓娟说，

市文明办通过组织赴外地观摩、开

展志愿服务比赛、进行志愿服务培

训等多种方式，提升志愿服务专业

化水平。心理健康、法律服务、医疗

卫生、社区服务等许多具有专业特

点的志愿服务工作，回应了各族群

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而类似“女童保护”的志愿服

务项目化运作，则是库尔勒市推动

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化长效化的一

个重要途径。近年来，通过坚持不

懈的项目培育和引进，全市常态化

运行的志愿服务项目已有 40 多

个，针对性和服务性不断加强。其

中，关爱盲人的“你是我的眼——

心目影院志愿服务项目”、受到青

年人喜爱的“戏剧故事——影像人

生志愿服务项目”等优秀项目，还

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得大奖。

组织化、专业化、项目化水平

的不断提升，不仅让志愿服务渗透

在库尔勒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

不断拓展着志愿服务的内容和形

式，提升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将库尔勒文明城市的招牌擦

得更亮。

本报讯（芦蕊）“环保从小事入

手，只要放对，天下无废。”近日，

“天下无废”助力社区垃圾分类环

保活动在山西省太原市桥东街道

双塔寺街一社区启动，志愿者的现

场讲解令居民大开眼界，大家积极

参与垃圾分类知识大比拼，引领垃

圾分类新时尚。

活动现场，志愿者通过垃圾

分类知识卡，诠释了“天下无废”

的绿色环保理念，还为现场居民

带来了垃圾分类知识大转盘，转

盘上面罗列了 40 多种常见的垃

圾种类，每转到一种垃圾名称，社

区居民都踊跃举手抢答；桌上还

放着 4 种颜色的分类垃圾桶，每

个居民手里都有写着垃圾名称的

小卡片，投对有奖，投错则要表演

个小节目，参与活动的居民在轻

松欢乐的氛围中掌握了垃圾分类

知识。

据了解，该活动还将走进高

校、走进商场，让“天下无废”的绿

色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衡 量 一 个 城 市 的

文明程度，城市的志愿

服务水平如何、志愿服

务精神是否深入人心，

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当

一座城市广设志愿服

务驿站，市民随时随地

都能享受到志愿者提

供的服务，城市自然会

因志愿服务而美丽，文

明也因志愿服务而得

以彰显。

志 愿 服 务 驿 站 是

公共服务的便民窗口。

一间小屋、一张桌子、

一 个 货 架 、一 个 医 药

箱、一台饮水机、一台

移 动 充 电 宝 、一 副 伞

架、一副书架……志愿

服务驿站看似是一个

普通的服务台，却可以

常年为群众提供饮水、

咨询、零钱兑换、手机

充电、图书阅览等十余

项便民服务，实实在在

地帮助了不少人。但志

愿服务是永无止境的，

驿站的服务项目应当

紧跟时代潮流，精准对

接群众需求，创新服务

举措，丰富服务内容，才能让更多群

众感受到城市的文明和热情。

志愿服务驿站是奉献爱心的集

散平台。服务他人，温暖自己，志愿服

务既是奉献，也是收获。不少普通群

众利用闲暇时间，来到志愿服务驿站

咨询报名，主动要求加入到志愿服务

当中，依托志愿服务驿站汇集各方力

量，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志愿服务活

动，如义务理发、书籍捐赠、交通引

导、爱心早餐、微心愿征集、平安建设

宣传、移风易俗宣传、扫黑除恶宣传

等等。志愿服务驿站虽然空间有限，

却能带动一群人、影响一群人，让“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得到广泛传播，使更多人认识、热

爱、参与志愿服务，进一步壮大城市

的志愿服务力量。

志愿服务驿站是贴近群众的温

馨港湾。“做好事，去志愿服务驿站！

要求助，找志愿服务驿站！”志愿服

务驿站作为固定形态的新式活动载

体，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车站、

商业网点、街头、社区等地点都能看

到志愿者活跃的身影，更方便群众

找到志愿者，“零距离”享受志愿服

务。要建立起长效管理机制，实现驿

站运营常态化、规范化，切实将好事

办好、实事办实，凝聚志愿服务正能

量，为群众生活带来便利，为城市文

明增添色彩。

中华志愿者协会
教育委员会成立仪式
在北京举行

本报讯（范曼瑜）9 月 6 日上午，

中华志愿者协会教育委员会成立仪

式在北京市分司厅小学举行，现场同

时发布中华志愿者协会教育委员会

“指南针·共同成长”行动计划，倡议

广大少年儿童和他们的老师、家长牵

手同行，知行合一，弘扬志愿服务精

神，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用实际行

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仪式上，江西瑞金解放路小学四

年级学生曾翊瑾向与会者讲述了她

和同学们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做红色

小导游的故事。

据了解，“指南针·共同成长”行

动计划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积极感召广大未成年人及家长、教

师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为引领，开展“少年儿童志愿

服务素养”大讨论、开通“指南针·共

同成长网上志愿服务平台”，通过线

上线下丰富多彩的活动，化“被动要

求”为“主动志愿”，每月至少自主参

加志愿服务一件事，聚沙成塔、聚滴

成海，形成“我志愿、我承诺，我行

动”的参与热潮，为推动校园文明、

家庭文明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有

机融合，培养新时代热心公益好少

年贡献力量。

中华志愿者协会教育委员会负

责人表示，教育委员会的成立，对运

用社团组织力量配合政府教育部门

推动志愿精神的培养、志愿队伍的建

设和志愿服务的开展具有推动意义，

可有效把立德树人的工作与志愿服

务结合起来。

志愿时间持续两个月
北京6.8万城市志愿者
统一上岗

“你好，我们是城市志愿者，有

什么可以帮您？”在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中央电视塔等地，身着蓝白色服

装的城市志愿者组成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

祝活动的首批志愿者，北京市各类

城市志愿者于近日统一上岗。

据了解，从9月 1日至10月底，

北京将有 6.8 万余名城市志愿者在

多个领域为市民和游客服务。其中

约1.7万名志愿者将在旅游景点、交

通枢纽、商业场所、场馆周边等人流

密集公共场所设置的143个城市志

愿服务站，提供信息咨询、语言翻

译、应急救助、文化宣传等服务。

3万余名志愿者则扎根社区，开

展清洁空气、垃圾分类、保护河湖、

文明交通、背街小巷治理等志愿服

务活动，同时以社区老年人、未成年

人、残疾人和低收入家庭为服务对

象，做好“邻里守望”“阳光助残”

“青春伴夕阳”等志愿服务项目。

此外，2 万余名志愿者分布于

全市的 23 家公共图书馆、22 家博

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以及 23 家

医疗机构和 98 家养老机构等公益

机构，开展义务讲解、文明引导、非

遗展示、文化宣传、助老助医等常

态化志愿服务，并配合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活动，开展节日特色志

愿服务活动。 （据《北京晚报》）

中华慈善博物馆
三年成功征集藏品
734件

近日，收录了明代、清代以及民

国时期195种具有代表性劝善书的

《中国古代劝善书汇编》运抵中华慈

善博物馆，正式收入藏品库房。该套

书籍共 201 册，其底本来自国家图

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哈佛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

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多家图书

馆，后经文物出版社进行系统的整

理并出版，具有重要的展示、研究和

文献收藏价值。为此，中华慈善博物

馆与文物出版社反复洽谈，最终成

功将该套书籍征集入馆。

据了解，至此，中华慈善博物馆

三年来征集到的藏品数量达到 734

件。自2016年 9月 1日开馆以来，中

华慈善博物馆持续开展藏品征集工

作，努力提升展览的艺术水准。

2017年底，中华慈善博物馆内原集

中展示的所有仿真牌匾已全部替换

为真品。

众所周知，慈善相关藏品门类

分散，不成体系，获取藏品线索较

难，中华慈善博物馆以区域文化为

切入点，广泛查找藏品线索和资料，

如江西庐陵文化与慈善相关的牌

匾、楹联，山西三晋文化与慈善相关

的石刻、拓片等。此外，通过实地走

访、深入查找和挖掘，拓宽藏品的征

集渠道。

据了解，中华慈善博物馆目前

正全面启动馆藏文物定级工作。

（据《慈善公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