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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党委联合渝北区龙溪街道红石
支路社区党总支开展基层党建公益活动，向社区 14 栋单体楼赠
送消防设施 40 余套,为老旧城区居民进一步筑牢了消防安全“防
火墙”。据了解，红石支路社区属于老旧城区，辖区“高龄”单体
楼多、存在安全隐患。此次公益活动把消防器材送到热心居民
家中代为保管，教授他们使用方法，提醒居民们注意防火安全。

■9月14日-16日，26名团市委直属机关志愿者深入开州区河
堰镇开展“聚焦扶贫 徒步三峡”公益徒步活动，为当地村民和贫
困学生送去生活用品。

■9 月 19 日，重庆壹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大渡口区新山
村街道新一社区爱心驿站捐赠价值 1 万多元的 700 余件四季全
新中老年服装。新一社区社工室随后组织公益捐赠，向辖区群
众和侨眷家庭送去关怀，10 多位困难群众、困难侨眷成为首批
爱心服装领取者。

（记者 张莎 整理）

一周公益扫描扫描

结束了一天的走访调研后，张小
龙时常会在公路边找个没人的地方停
下来，看着绵延的大山发呆。作为“乡
村医生行动”项目派驻重庆巫溪县的
首批驻点队员，张小龙说，这是他半年
来的生活常态。

来到巫溪6个月，张小龙每天早
上7点就得出发入户调研，不然天黑
了就要赶夜路，现在累计已经走访了
19个乡镇、173个村卫生室。张小龙
说，在巫溪他至少要呆上一年。

在国家级贫困县
实施的公益项目

张小龙所服务的“乡村医生行动”
项目，全称叫“健康暖心——乡村医生
精准扶贫支持计划”，由上海复星公益
基金会联合《健康报》共同发起，是一
个关注乡村医生生存状况和健康成长
的公益项目。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将投入超过
3亿元，用10年时间扶持100个县开
展新村医振兴计划、乡村医生能力建
设与培训、乡村医生健康关爱，旨在为
贫困地区培养并留住一批优秀的乡村
医生，提升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和服务可及性，使农村贫困人
口基本医疗有保障。

具体包括：每年从受援县选拔10
名优秀村医给予奖励；在受援县开展
需求多样的培训方式；组织三级医院
与乡村医生建立长期帮带关系，向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捐赠短缺设备和
器械，为乡村医生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接入复星体系中的医院，为受援地患
者开设转诊绿色通道，减免贫困患者
费用。

去年 12月 29日，“乡村医生行
动”项目正式启动。今年4月，在上海

外滩艺术中心举行了驻点队员出征大
会，招募的志愿者分赴24个国家级贫
困县，我市石柱、巫溪、秀山被列入计
划中。张小龙等驻点队员作为志愿
者，被派驻巫溪等国家级贫困县。

志愿者体会
村医坚守的不易

“只有真正亲身体验过，才能感受

到村医坚守的不易。”张小龙说，驻点
巫溪县，让他对村医的工作有了深切
体会。重重大山像是天然的屏障阻隔
着一切，走访过程也是“劫难重重”，一
面是高山，一面是高崖，完全是拿生命
在赶路。“本来以为只是费鞋，实际情
况是费喇叭、费刹车，赶夜路也是家常
便饭。”

到石柱驻点的5个多月里，志愿
者曾皓也一直在路上。“在石柱县卫计
委的协助下，我基本走完了石柱所有

乡镇，发现了很多严峻的现实。”曾皓
举例说，走访中发现石柱县西沱镇许
多村卫生室都无人值守，村民遭遇“看
不了病”的困境。

“由于收入低，不少村医已经另谋
生计，把看病当成了‘副业’。但是，村
民对医疗的需求却在不断提高。”为了
能够更加全面地掌握情况，为今后项
目顺利开展打好基础，曾皓走村入户，
与村民、村医面对面交谈，收集宝贵意
见。

刚到秀山驻点2个月的志愿者谭
政希正忙得不可开交。“我家就在重
庆，但是这两个月一次家也没回。”谭
政希说，为了尽快摸清秀山县的乡村
医生情况，他每天至少要走访近20个
村卫生室和10多名乡村医生。“几乎
天天都进入微信运动排行榜前3名。”
谭政希笑着说。

公益力量加入
为百姓留住乡村医生

乡村医生，又被老百姓称为“赤
脚医生”，他们边务农，边行医。据统
计，目前我国共有约150万名乡村医
生，肩负着为6.5亿农村居民提供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常见病、多发病
的初级诊断等医疗服务的重任。中
国乡村医生体系曾被世界卫生组织
誉为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大创
新。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特别
是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留在农村

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另外，农村的
常见病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专业能力
普遍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乡村医生
们，面临着低待遇、无保障、后继乏人
等困境。

目前巫溪县共有登记在册的乡村
医生388人，其中近6成已过花甲之
年，约60%的乡村医生没有医学相关
学历。在走访调研中，张小龙发现，部
分村户籍人口千余人，而常住人口仅
百余人。“大多数乡村医生的月收入基
本在1000-2000元间。没有足够的
医疗需求人群，乡村医生的收入得不
到保障。”张小龙告诉记者。

曾皓走访发现，石柱县共有在编
在岗的乡村医生343人，年龄在50岁
以上的139人，占比40.5%，年龄在30
岁以下的仅6人。拥有大学本科学历
的仅1人，拥有大专学历的93人，其余
乡村医生均为中专学历或没有医学相
关学历。

对于乡村医生的生存状态，70岁
的老村医张济丕说：“我的家乡在巫溪
县红池坝镇大河村，20年前煤矿资源
丰富，村里人口多。几年前，大河村的
煤矿被勒令关停，村里的繁荣景象一
去不返。现在，我的病人是村里为数
不多的留守老人，以前跟我学医的儿
子也出门做生意去了。”

中国乡村医生队伍建设，面临着
“进不去、用不了、留不住”的现实困
境，如何解决，亟待各方努力。依靠公
益力量推动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无疑
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乡村医生行动”在重庆
本报记者 余虎 周尤 实习生 郑明鸿

近日，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72
岁的老党员陈光孝吃过早饭就去
了邻居蔡万明家，将蔡万明带到医
院检查脚伤。在医院，陈光孝跑前
跑后为蔡万明挂号排队。

陈光孝和蔡万明并无亲属关
系，他们都只是新山村街道的普通
居民。40多年前，蔡万明因为意外
造成左腿残疾，生活无人照顾，邻居
陈光孝便担负起了照料蔡万明生活
起居的重任，这一干就是40多年。

在新山村街道，像陈光孝这样
热心帮助邻里的居民还有很多。
老年人头发长了，社区附近理发店
的师傅会定期到小区免费为老人
剪发；家里电器坏了，附近商户的
专业维修人员上门低价维修……

热心公益、人人奉献在这里成
为一个个真实而温暖的故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数高
楼拔地而起，人们的腰包鼓起来
了，但邻里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
少。

为了“治疗”城市化进程中出
现的“社会病”。新山村街道依托
党员组建了党员爱心队，依托社会
组织组建了专业爱心队，依托自治
组织组建了居民爱心队，通过开展
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拉近居民之
间的联系。

此外，新山村街道还按照“3+
X”的模式，在辖区每个社区都建立
了3支由居民志愿者组成的治安安
全、环保环卫和文明劝导爱心志愿
服务队，并根据各个社区的特点开
展免费上门送餐、为空巢老人做家
务等特色志愿服务。

据统计，新山村街道共组建了
49支各类志愿服务小分队，开展爱
心活动2000余场，累计受益群众
30000余人次。

2013 年末，新山村街道投资
10万余元和爱心人士在新一社区
共同建成了全市首家社区爱心食
堂，为辖区居民提供安全、便捷、实
惠的就餐服务，辖区居民花7至11
元便可在爱心食堂买到一份爱心
套餐。

除了爱心套餐外，社区食堂还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预约送餐
服务，解决了子女上班期间老年人
无人照料导致的就餐不便问题。
新山村街道工作人员张秀娟告诉
记者，现在每天都有100余名社区
居民在社区食堂就餐，10多位老人
预约了送餐服务。

此后，新山村街道又陆续推出
了“爱心公寓”“爱心学校”“爱心信
息墙”等服务，并培育了一批“爱心
商户”。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社区这么
温暖，这么和睦？那是因为每位居
民都是爱心使者，都有一颗热衷公
益的心。”居民尚钢感慨道，通过一
系列爱心活动，辖区居民的归属
感、幸福感有了明显的提升。

“截至今年6月底，新山村街道
注册爱心志愿者11615名，占辖区
常住人口的28.8%。也就是说，每4
人就有1名志愿者。”张秀娟说，相
信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服务精神影响下，会有更多的居民
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中，为建设温
馨和睦的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山村街道

每4人就有一个是志愿者
本报记者 周尤 实习生 郑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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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他是全国优秀青年志愿
者，他创办的青助会被交通运
输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中
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
评为2017年春运“情满旅途”
活动先进集体。

孙德全，男，26 岁，两江
新区青助汇志愿者协会会
长。青助会培育出的“V笑手
工坊”“V 笑安馨”“V 笑童乐
园”，成为重庆品牌志愿服务
项目。

▶

让 公 益
时时可为、人
人可为、处处
可为。

“两江·站小青”在重庆火车北站服务乘客。 受访者供图

公益项目点击点击

在重庆火车北站南北广场乘过
车的旅客相信对一个名为“两江·站
小青”的志愿者服务平台不会陌
生。在该平台，时常会看见身穿红
色马甲的志愿者在忙碌，他们也是
重庆北站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

“两江·站小青”是由两江新区
团工委、火车北站综管局、火车北站
综合执法大队、两江新区青助汇志
愿者协会合力打造的。实施两年
来，累计参与志愿服务达4900人
次，志愿服务时长超48000小时，有
效服务旅客490万人次。其志愿服
务时长、服务范围、参与人数，在同
类项目中出类拔萃。

作为活动的主要推动者，两江
新区青助汇志愿者协会会长孙德全
说，公益活动重在人人参与，自己的
目标就是让公益时时可为、人人可
为、处处可为。

公益初心在大山深处萌芽

3年前，孙德全还是重庆邮电
大学的一名大学生。

谈起自己的公益之旅，孙德全说，那
是缘于2012年学校组织的一场爱
心活动。

当年，学校发起援助酉阳县高
坪村齐心小学的爱心活动，孙德全
自愿报名将5000多元爱心款和爱
心物资护送到齐心小学。

5个小时火车、4个小时汽车，
还有3小时背着物资徒步，孙德全
和其他几名志愿者历经千辛万苦后
终于抵达大山深处的山区村小。

“学校共有3间房子，一间是老
师的卧室，一间是厨房，还有一间是
教室，教室前的空坝子上立着一根
木桩旗杆，学生们每周就在这里举
行升旗仪式。”6年过去了，孙德全
依然记忆犹新。“房子是老师自己
的，村里没有钱修学校，老师就把自
己的房子腾出来做了教室。学校只
有1到3年级，学生共15名。”

“我问孩子们最大的梦想是什
么？他们回答说想去主城，看很高
很高的房子……”从那时起，孙德
全萌发了做公益，帮助更多人的想
法。

同年7月和11月，孙德全又先
后两次来到齐心小学，开展了“暑期
三下乡”和公益视频拍摄活动。

通过走访，孙德全发现当地学
生每天都要翻山越岭走两个小时的
山路才能到学校。每到冬天，学生
们天亮之前就要从家里出发，但山
路上却没有任何的照明设施，学生
的安全没有任何保障。

2014年，为了让高海拔山区的
学生在上学路上能有路灯相伴，孙
德全组织开展了公益项目《灯光下
的山区教育》，并成功入围了第三届
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百强。

6年来，孙德全不间断发动社
会力量为透风漏雨的齐心小学修教
室、建操场，并吸引专业的志愿者前
来扶贫帮教。来自重庆、上海、江苏
等地的爱心志愿者几度前来帮扶，
现在的齐心小学硬件条件已经明显
改善，孩子们有了明亮干净的教室
和水泥地操场。

大学毕业，孙德全毅然选择做
一个全职公益人，并在2015年 11
月，注册成立了重庆两江新区青助
汇志愿者协会。

创办数个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渝北区翠云街道翠渝路社区残
疾儿童倩倩（化名）的妈妈还记得志
愿者到社区开展手工制作的情形，

一向沉闷的倩倩每
次参加活动后脸上
都多了些笑容。

倩倩妈妈所说
的手工制作活动就
是孙德全成立青助
会后开展的首个志
愿服务项目。长达
半年时间，在志愿
者的陪伴下，56名
残疾儿童定期开展

手工制作和户外活动，通过相互亲
近，尝试融入社会。活动一开展，就
得到儿童家长和社区的欢迎。

“我相信每个孩子不管残缺与
否都有自己的才能和正常的生活，
他们需要朋友圈、需要接触社会。”
孙德全说，当时，自己一无资金二
无人员，为了争取政府支持，他一
连几天撰写方案，向同行“取经”，
最终得到了宝贵的近6万元项目
经费。

接下来，青助会又相继实施“V
笑安馨”青少年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提升项目、“V笑童乐园”留守儿童
成长体验营、“两江·站小青”等志愿
服务项目。

3年来，孙德全和他创办的青
助会先后获得几个大奖：2016年12
月，孙德全被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
年志愿者协会评选为中国青年志愿
者优秀个人；2017年6月，青助会被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评为
2017年春运“情满旅途”活动先进
集体。

公益路上勇做先锋

“我希望未来10年在中国公益
圈还能听到你的名字。”这是孙德全
在参加一次全国青年公益创业赛
时，一位担任评委的知名企业总裁
对他说的话。孙德全说，这句话一
直激励着自己。

为了让更多人成为公益的行动
者、倡导者，这些年来，孙德全先后
前往北京、云南、四川、浙江、江西、
湖南、河北等地，向同行“取经”，让
自己在组织管理、项目开发、行业推
动等方面学会创新求变，迅速成长、
成熟。

2017 年 6 月，借到杭州参加
2017年中国青年志愿者赛会服务
交流研讨会的机会，孙德全来到阿
里巴巴总部，感知“互联网+公
益”。“我觉得自己的专业知识终于
可以派上用场了。”学通讯专业的孙
德全高兴地说。

在孙德全看来，在当前政府职
能发生转移和互联网迅猛发展的
双重大背景下，传统的公益模式已
经悄然发生变化，“互联网+公益”
必将成为开展志愿服务的一大趋
势。

孙德全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设计出一款程序，满足普通市民
对志愿服务活动的需求。目前，程
序方案已确定，将交给专业公司开
发。“让公益时时可为、人人可为、处
处可为。”孙德全说，这才是我的公
益梦想。

让公益时时可为 人人可为 处处可为
——孙德全的公益梦想

本报记者 余虎 周尤 实习生 郑明鸿

公益进 社区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