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亮留守老人回家路”项目

留守老人上厕所不再
打“瞎摸”

石柱县慈善会将在“99公益日”中发起
“照亮留守老人回家路”项目，准备筹募公益
金150万元，为贫困山区5000户家庭安装暖
心路灯。

石柱县慈善会负责人介绍，石柱县目前
农村地广人稀，政府投入的公共照明滞后，
照明设施一般都是安装在乡村主干道上，很
多偏远地区农家小院没有照明设施。“很多
时候，留守在家的老人小孩连上厕所都是打

‘瞎摸’，存在安全隐患。希望通过本项目的
实施，切实解决贫困山区留守老人和留守孩
子的生活出行难题，为他们提供更良好的安
全保障。”

记者了解到，“照亮留守老人回家路”项
目预计资助贫困山区家庭5000户，每户资
助金额300元。其中2018年资助2500户，
2019年资助2500户。

“解救枷锁，让爱回家”项目

资助有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的困难家庭

綦江区慈善会发起“解救枷锁，让爱回
家”项目，资助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困难
家庭。

綦江区慈善会秘书长李益莉介绍，他们
在前期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发现许多家
庭因亲人患重大精神病而分崩离析，由于
无法长期负担医疗费用，家人只能采取最
原始的方法将病人关起来。“长期的隔离只
会让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这不仅仅
是一个家庭的伤痛，也关系到一个地区的和
谐稳定。”

“解救枷锁，让爱回家”项目的公益金筹
募目标为300万元，主要针对贫困家庭的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救助。项目将对患者
就医费用自付部分和生活费总额的80%予
以救助，最高6000元，每年每人原则上救助
一次。

李益莉表示，“解救枷锁，让爱回家”项
目的执行计划是，今年7月成立“解救枷锁，
让爱回家”项目工作小组，9月起开始接受社
会申请。截至2017年底，綦江区有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3710人，其中500多人状况尤为严
重，他们就是首批资助群体。

“拯救生殖细胞瘤患儿”项目

为生殖细胞瘤患儿筹
集治疗费用

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发起“拯救生殖细
胞瘤患儿”项目，为35名经济困难的生殖细
胞瘤患儿筹集治疗费用。

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介绍，儿童神经肿
瘤是发病率仅次于白血病的儿童恶性肿瘤，
占儿童期恶性肿瘤的20％，病死率位于15
岁以下儿童癌症的第1位。

然而，儿童高度恶性的生殖细胞肿
瘤临床治疗效果良好，目前 5 年以上生
存率达 70％以上，其中生殖细胞瘤 10年
以上治愈率达到 98%，相当一部分患儿

经过规范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可以达到治
愈。

在“拯救生殖细胞瘤患儿”项目中，重庆
儿童救助基金会负责项目的具体执行和救
助对象的申请、审核等工作，陆军军医大学
大坪医院为患儿提供手术、放疗、化疗等多
项治疗手段。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负责人
表示，本项目募集的善款将全部用于儿童
生殖细胞瘤的诊断、治疗，专款专用，专账
管理，每一分钱都用在患儿的治疗上，每笔
善款均通过银行打卡的方式发放给患儿监
护人。

“重现光明微善大爱”项目

帮助白内障老人重见光明

重庆市老年事业发展基金会发起“重现
光明微善大爱”项目，主要用于资助偏远和
贫困地区老年白内障患者。

重庆市老年事业发展基金会介绍，重庆
有30多万罹患白内障的老年人，其中有部
分家庭困难老年人，无经济条件进行白内
障手术。一个失明老人的背后，就是一个
不堪重负的家庭。前期，基金会走进偏远
和贫困山区，就地就近开展就诊和筛查，已
使重庆偏远和贫困地区近4000名困难老人
重见光明。

“重现光明微善大爱”项目公益金筹募
目标为100万元，计划在今年10至 11月，
征集符合条件的第一批困难白内障老人，审
核公示后登记造册。12月发放扶助金，并
完成白内障手术。同时，以3个月为周期，
进行征集、审核、公示、登记、扶助，预计将
累计扶助559名困难白内障老人患者重获
光明。

“小小体育箱”项目

让乡村小学孩子拥有

一套体育用品

重庆市妇女儿童基金会发起“小小体育

箱”项目，让乡村小学的孩子们拥有一套属
于自己班集体的体育用品。

市妇女儿童基金会介绍，在重庆一些偏
远的地方，由于学校紧缺体育器材，而忽略
了孩子的体育锻炼，开展“小小体育箱”公益
项目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参与体育锻炼，
帮助他们养成运动习惯、拥有强健的体魄、
形成向上的品格。

“小小体育箱”项目公益款筹款目标是
20万元，此次首批募集400个，每个体育箱
预计500元，包含了2个篮球、2副羽毛球拍、
7条计数跳绳。

公益金募集后，市妇女儿童基金会将聚
焦开州、城口、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石柱、
酉阳、彭水等9个贫困县的乡村小学，分批次
将体育箱运往各学校。同时在官方网站上
公布捐款使用情况。

“文物保护进课堂”项目

让校园刮起“文物风”

重庆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创始人吴
元兵将在99公益日中发起“文物保护进课
堂”项目。

“去年底，我们对50名小学4-6年级进
行了一次随机调研活动，展示重庆东水门城
墙照片请学生认一认这是重庆的哪个地
方。令人惋惜的是，仅1%的学生答对，答案
五花八门、张冠李戴。”谈起发起项目的初
衷，吴元兵无奈地表示，对孩子们来说，最大
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不知道，而是不知道如何
传承。

“文物保护进课堂”项目将精心设计互
动化课程，通过课堂中的讲解、任务、解密
等形式充分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吸引他们
利用读本中介绍的历史文化遗迹线路，在
周末约上同学，在父母的带领下走进城市，
探索城事。

据了解，本次99公益日“文物保护进课
堂”项目的公众筹款目标是80848元。项目
启动后，将对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岸区8所
小学的4-6年级学生开展文物保护进课堂
活动。

“让古村‘活’起来”项目

村村建村史馆

传统村落是一本厚厚的古书，只是很多
还来不及翻阅就已经消亡。在99公益日中，
重庆市南岸区巴渝公益发展中心发起的“让
古村‘活’起来”项目，正是希望通过建立村
史馆的方式，保护古村文化，留住乡愁。

相关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10年
前有360万个，现在只剩270万个，平均一天
时间消失的自然村大概有80个到100个。
项目有关负责人表示，团队将利用乡村特有
环境资源，改造乡村特色的村史馆，搜集乡
村中珍贵的过往，如口述历史、特色建筑照
片、物件、书信等放入村史馆中。同时，把搜
集到的资源生成电子档案，规划村史馆导览
内容，让讲解变得更有趣。

“希望村史馆建成之后，能提升村民的
自豪感与归属感，让古村‘活’起来，留住乡
村传统文化。”该负责人如是说。

“春苗行动”项目

为困难家庭体育苗子护航

本次99公益日，重庆体彩发起了帮扶经
济困难体育苗子家庭的“春苗行动”。

据了解，“春苗行动”已经开展10个年
头，这也是全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体彩公益活
动。去年，来自我市23个区县的196名贫困
体育苗子获得“春苗行动”的资助，资助总额
达 80万元。过去 10年，重庆体彩投入近
700万，帮扶近1800位贫困优秀体育苗子，
正在茁壮成长为全国冠军、世界冠军。

据了解，“春苗行动”公众筹募目标为95
万余元，计划以每人4000元的标准，资助
238个困难家庭体育苗子。“我们希望，通过
爱心资助，让苗子们更好地参加常规训练和
竞技比赛，提高身体素质，为我市竞技体育
培养更多优秀的后备人才，为青少年体育事
业助力。”项目有关负责人说。

（记者 张莎 周尤）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7日、8日、9日，
腾讯联络全国公益慈善组织开展全民公益日活
动，市慈善总会也同步推出了55个爱心加倍慈善
项目。只要你用手机扫描二微码，选择“我要捐
赠”，就可实现指尖上的公益，奉献爱心。

多个爱心单位为你的爱心加倍

市慈善总会介绍，爱心人士的捐赠除得到腾
讯的随机配捐外，爱心单位还将为您的爱心加倍。

由渝北区慈善会发起、资助该区肢体残、智
力残、孤独症（精神残）儿童的“我是颜色不一的
花朵”项目很受爱心企业关注，共有8家爱心单位
配捐，其中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渝
北区支公司配捐10万元。还有不少企业拿出5
万、3万、1万元善款为项目配捐，为爱心加倍。

重庆体彩捐出100万元为“体彩助训春苗行
动”和“儿童重大疾病救助”项目配捐，凡爱心人
士在规定的时间内捐赠，除有可能得到腾讯的随
机配捐外，还可获得重庆体彩10倍的配捐。

南川区人民医院捐出50万元、重庆宏仁一医
院有限公司捐出23万元，为“延续摇曳的生命之
火”和“为残障孩子撑起蓝天”项目配捐。

永川区一家不愿具名的爱心企业捐出49万
元为永川区的5个慈善项目配捐。

渝丰线缆捐出20万元为“拯救生殖瘤患儿”
配捐。

重庆多普泰制药有限公司捐出10万元为“让
爱带你走出困境”项目配捐。

今年，腾讯又推出了集小红花让爱心加倍活
动。凡捐赠者集齐了199朵小红花，腾讯的配捐
将加成30%。云阳县慈善会大力宣传慈善项目，
其项目“为家延续生命之光”人气居于全国近
6000个项目的第1位，三天时间不到，集起200
多万朵小红花。

捐了都能追踪进度

“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电子档案。”市慈善总
会负责人介绍，每一笔捐赠，都可在“爱心流水”
看得到捐赠成功与否，还能看到腾讯基金会的配
捐、爱心企业的配捐情况。此外，发票的索取每
个慈善项目都有说明。

该负责人介绍，按照慈善法的规定，每三个
月要公布项目的实施进展，包括发票、资助图片
等都能在每个项目的电子档案里看到。同时，每
个项目还将出具结项报告、透明度报告，市民可
随时在手机上进行搜索查阅。

据了解，重庆市慈善总会2017年参与99公
益日活动，近6万人次参与，共募集和争取配捐
416万元。

如市民有疑问，可提前与市慈善总会互联网
募捐办公室（02363600089）联系。

市慈善总会推出55个
爱心加倍慈善项目

26版公益周刊 2018 年 9 月 7 日 星期五
策划 任锐 主编 余虎 美编 李梦妮

CHONGQING DAILY

尹明工作室出品
电话 17783700117
邮箱 szshzx11@163.com

99公益日
推荐项目

扫一扫
就捐赠

我能成为公益“爆款”吗？

离99公益日还有10天，朋友圈里已满是“帮我集小红花”的邀请帖，今年的99公益日，小红花让爱心加倍活
动可谓先声夺人。

其实，这只是腾讯99公益日的预热活动——凡捐赠者为某个公益项目集齐了199朵小红花，腾讯的配捐将
加成30%。7日上午9时，腾讯配捐活动将正式启动，连续三天，腾讯基金会将提供2.9999亿元的配捐。

巨额的配捐，网民的广泛参与，让腾讯99公益日成为一年一度的公益盛宴。为迎接这场盛宴，我市公益机构
纷纷摩拳擦掌，在腾讯公益上推出自己的公益项目，力求在盛宴中分得满满一杯羹。

本报讯 （记者 张莎）在市慈善总会同步推
出的55个爱心加倍慈善项目中，本报与江北区慈
善会合作6年的“尹明助学爱洒四方”项目也在列。

“尹明助学爱洒四方”，为2013年本报与江
北区慈善会合作、延续“尹明”爱心的助学项目。
从2013年到2018年，“尹明助学爱洒四方”活动
开展6年以来，共资助学生765人次，资助现金
46.12万元，物资价值20.33万元。

“第七年，尹明助学活动走到了一个路口，我
们发现，需要资助的困难学生还多，我们资助的
范围还应该扩大，这是发起‘为尹明助学续航’项
目的初衷。”江北区慈善会负责人表示，2019年，
活动将逐步扩大资助范围，由目前资助的城乡居
民低保群体中的重残家庭孩子、孤儿、困境儿童，
逐步向城乡低保家庭孩子扩展，资助金额由目前
资助的小学生800元/年、中学生1000元/年、大
学生1200元/年提高到小学生1200元/年、中学
生1500元/年、大学生2000元/年。

99公益日中，“为尹明助学续航”的公益款
募集预算为30万元，计划资助小学生120人、
中学生80人、大学生18人，将于2019年5月底
前发放到200多名受助孩子的手中。

“尹明助学爱洒四方”项目冲刺99公益日

本报和江北区慈善会
共同发起

9月5日，当记者来到位于渝北区幸福广
场凤凰座 C6 楼的办公室时，吴元兵穿着一
件印有“重庆老街”字样和吊脚楼图案的白
色翻领短袖，正端坐在电脑前准备99公益日
的活动资料。

“目前服务队的经费主要来源是募捐，其
次是相关部门补贴和志愿者自筹。99公益日
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募捐渠道。”吴元兵说，

为了筹集资金维持服务队的正常发展，

吴元兵和其他负责人时常奇思妙想。
“比如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只要爱心

人士捐款达到一定的数额，我们就可以送一
件给他，留作纪念。”但吴元兵坦言，通过赠
送文化产品筹集到的资金十分有限。更多
的时候，志愿者们需要自掏腰包开展活动。

今年99公益日，服务队共推出了“文物
保护进课堂”“文物保护进社区”“文物保护
从娃娃抓起”和“让古村落活起来”4个项目
参加募捐。“其中‘文化保护进课堂’和‘让古
村落活起来’是我们主推的项目。”吴元兵告
诉记者。

为了更好地开展文物保护进课堂活
动，吴元兵和服务队其他负责人一起创新
活动方式，通过招募教师志愿者的方式来
保证活动的正常开展。目前，服务队已经
成功招募了 50 多名在职教师志愿者。

“我们给教师志愿者提供课件，由他们
提交所在学校审核，这样效率就高了许多。”
吴元兵介绍说，根据活动安排，今年9月到12
月，每位教师志愿者会给学生们讲10-20节
文物课。

“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募捐渠道”
本报记者 周尤 实习生 郑明鸿

去年 99 公益日，千里马基金上
线了一个联合众筹通道，共享给全
国的公益伙伴。一个支持山区“为
来”图书馆（为了未来的意思）共建
行动的公益项目，短短3天成功众筹
了10万余元。

劝募者做99公益日的复盘分享
时介绍，为了腾讯99公益日，他共发
出近 12469 条信息，发到 17 个朋友
圈，建了一个 476 人的爱心群，前期
点对点进行信息交流的大概有4000
多人。那段时间基本放下了手上的
其他工作，一心一意扑在这件事上
了。

又到一年 99 公益日，成熟的伙
伴，他们自带流量，一切有条不紊。
而有些成立了好些年的公益机构，
对于某些程序，比如协议签署、发票
开具，都是一种小白的状态。所以
说，对于这部分人来说，99 公益日，
不仅仅是筹款，更是一次学习规划
做项目，让机构可持续发展的练兵
机会。

“99公益日，不仅仅是筹款，更是练兵”
本报记者 杨铌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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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心
提
示

人物名片➡
何泛泛，上

海仁德基金会
千里马基金执
行长，北京传益
千里社会组织
能力建设发展
中心理事长。
参与发起千里
马公益私董会，
将商业领域推
崇的CEO成长
模式私董会引
入公益圈，为民
间公益人才成
长助力。

▶

我眼中的99公益日

11
九
九
公
益
日
启
动
现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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