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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重庆江北卓弘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开展的

“陪我走到春暖花开”发展迟缓
儿童整体提升公益项目启动。
该项目采用家庭整体式辅导方
法，通过识别管理自己和儿童
情绪、认识和把握儿童成长规
律、掌握与儿童的沟通技巧，来
提升儿童的身心发育质量。

■11 月 8 日，由重庆上善
青少年安全教育发展中心承办
的“阳光童年”预防儿童欺凌和
暴力项目在渝北区空港实验小
学开展活动。

■11月10日，由重庆市渝
中区巴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
办的重庆高校能源消耗现状调
查项目正式启动。来自重庆师
范大学、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
学、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重
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等五所项
目实施高校的学生环保社团项
目实施团队成员近 40 人参加
了启动仪式及项目专题培训
会。

■11月10日，由市生态环
境局指导，渝中区巴渝公益事
业发展中心、重庆市生态环境
保护志愿服务总队联合涪陵区
环境保护局、长江师范学院环
保志愿者协会、联合组织的“百
镇千村万户”生态环保宣传教
育项目在涪陵马鞍街道金银社
区拉开大幕。

■11月11日，大渡口区春
晖路街道锦城社区发起“爱心
银行”活动，社区志愿者每人手
持一本爱心储值卡，储值卡根
据志愿者从事公益活动的时长
和形式进行爱心记录，并兑换
积分。当志愿者需要帮助时，
可通过这些积分兑换服务。

■11月12日，大渡口区九
宫庙街道马桑溪社区开展“呵
护长江、环保生态靠大家”志愿
者服务活动，多名志愿者在长
江沿岸收集白色垃圾，共同营
造良好生态。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记者11月12日从
市慈善总会获悉，从今年起，市慈善总会志愿者
总队将结对帮扶秀山隘口镇和云隘村，助力当地
脱贫攻坚。

此次结对帮扶，市慈善总会志愿者总队将联
合渝中区文明办、秀山县慈善会、重庆耐德工业
集团、重庆普瑞眼科医院等10余家企业、慈善组
织、志愿者队伍，在秀山开展扶贫志愿服务。

市慈善总会负责人介绍，从今年起至2020
年，他们将筹募款物3年不少于120万元，每年
隘口镇、云隘村分别不少于20万元；其中筹募留
守儿童奖学金3年不少于6万元，每年隘口镇、
云隘村分别不少于1万元。

除资金扶持外，市慈善总会还将帮助当地开
设慈善超市，并在两个帮扶点设立眼科、皮肤科检
测诊疗点，开展眼病、皮肤病医疗保健常识普及，定
点不定期免费为村民普查、治疗眼病、皮肤病。

市慈善总会志愿者总队将结对
帮扶秀山隘口镇和云隘村

三年筹募不少于1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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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公益扫描

公益动态

夕阳红志愿者刘芳惠的“公益日记”
本报记者 张莎

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考察时看到几位年轻党员在交流社区
垃圾分类推广的做法，总书记十分感
兴趣，仔细聆听他们介绍自己的做法，
并强调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垃圾分类，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日常生活，也事关生态环保和可持
续发展。重庆市民垃圾分类意识如
何？日前，记者走近从事垃圾分类公
益宣传已5年的重庆市渝中区巴渝公
益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巴渝公益
事业发展中心）。

为宣传垃圾分类，自主开发
游戏产品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今年‘双
11’期间，全国快递业务总量预计将超
过18亿件，把这些包装盒连起来，足

以绕地球几圈了，但如果我们把这些
包装盒进行垃圾分类，它们就不再是
废品，还能发挥更大的价值。”11月11
日，在渝中区国贸中心党群服务中心，
第二届重庆绿色年度人物、巴渝公益
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郑建，正在为来自
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师范大
学等五所大学的环保社团负责人上关
于垃圾分类的环保公益课。

为学校环保社团开展培训课只是
巴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开展垃圾分类
宣传的一个重点。为了提高覆盖面，
让更多人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中心还自主开发环境教育游戏和课
程，累计招募2000多名志愿者，以课
堂授课、互动游戏的方式将垃圾分类
的绿色风刮进校园、刮进社区。

同时作为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志
愿服务总队秘书长，郑建还指导全市
各区县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队有序
招募、培养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城乡社区。

据统计，今年1月至10月，中心举

办了近30场公益活动，普及垃圾分类
的相关知识。

“前不久，一位阿姨在活动结束后

告诉我，以前自己家的生活垃圾和其
他垃圾都是往一个垃圾筒扔，听完我
们的宣传后，她有了垃圾分类的意识，

今后会将可以卖钱的可再生物送给保
洁人员，把有害垃圾收集后投放到指
定位置，用不同的塑料袋装不同的垃
圾。”郑建说，这让他倍感欣慰。

尴尬事：环卫车把分好的垃
圾又倒在一起拉走

“活动中我听到市民问得最多的
问题是，源头分类好的垃圾，为什么车
子拉走后又倒在一起？”郑建告诉记
者，如果垃圾回收箱没有完善分类，后
端处置也跟不上节奏，那么之前的引
导教育工作将徒劳无功。

在他看来还是要加强规划，加快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在社区推广生活
垃圾分类的工作中，更应该疏通每一类
垃圾的出路，从源头做好垃圾分类。

想建第一个商务楼宇办公垃
圾分类中心示范点

谈起今后的打算，郑建说团队在

持续搭建平台，希望能让其他领域的
公益组织和协会社会组织加入到推动
垃圾分类的队伍中来。“比如，酒店行
业协会、物业管理协会，虽然他们不属
于环保领域，但和垃圾分类也息息相
关。”

目前，巴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正
联合豪生物业在渝中区国贸中心党群
服务中心筹备开展重庆第一个商务楼
宇办公垃圾分类中心示范点工作，物
业公司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已经完
成。

郑建还表示，未来团队将把垃
圾分类宣传的重点对准青少年。

“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点外
卖，虽然他们生活更方便快捷，但
外 卖 产 生 的 垃 圾 严 重 破 坏 了 环
境。”郑建感慨，有数据表明，外卖三
大平台的日订单量在2000万左右，
一个订单至少包括 2 个餐盒、1 个
塑料袋，按每个塑料袋 0.06 平方米
计算，一天消耗的塑料袋可铺满
168个足球场。

重庆公益“新时尚”：

坚持垃圾分类公益活动五年
本报记者 周尤 实习生 刘旖旎

11月8号下午，位于南坪街
道珊瑚村社区辖内的万达广场
上，造型萌萌的玩偶熊抱着“烟
头投票箱”的样子吸引了周围很
多行人的注意。

原来，“烟头投票箱”设置了
两个答题：“看见公交车上有人
争吵，你会不会上前劝解？”“我
会，因为社会的文明和谐，人人
有责任。”“我不会，事不关己，怕
惹麻烦！”

问题简单，但“答题”方式特
别，答题人需用手中的烟头，或
者捡拾地上的烟头来做出选择。

不一会，就有一个男士试探
着走过来，将手中的烟头投入

“我会”的入口，随后他获得了一
张爱心小卡片和一根爱心棒棒
糖。很快，“烟头投票箱”里就多
了很多的烟头，绝大多数人都选
择成为和谐社会的倡导者。

据了解，这是南坪街道珊瑚
村社区发起的一场“烟头不落
地”的文明倡导活动，旨在通过
多元化的宣传方式，吸引公众参
与，呼吁商圈行人及居民不乱扔
烟头，并主动捡拾烟头投入“烟
头投票箱”，在参与趣味互动的
同时，共同维护“宜居”社区美好
环境。

本报讯 （记者 陈波）“我们希望通过借鉴
经济领域中的‘创业投资’理念，为儿童救助项目
提供各种帮助。”11月8日，重庆儿童救助基金
会相关负责人解释儿童救助公益创投项目的初
衷时表示。

该负责人表示，儿童救助公益创投项目主要
有四大目标，即通过项目挖掘和资助一批具有专
业团队，有能力、有意愿为儿童救助提供优质社
会服务的公益组织；资助一批能够创新性解决紧
迫的儿童救助问题、提供专业解决方案和稀缺性
服务的优秀项目，扩大困境儿童服务范围；搭建
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交流互动的平台，树立和培育
优秀的儿童公益项目品牌；提高社会对公益项目
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儿童救助。目前，儿童救助公益创投项目资助
范围主要涵盖助学、教育、助医等几大类。

公益创投项目促进了公益服务的多元化发
展。多年来，相关社会组织借助公益创投平台，根
据机构所长、社会所需，申报各种公益项目，受益儿
童涵盖了留守困境儿童、外来务工（农民）子女、城
乡低保家庭子女、单亲家庭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自闭症儿童、残疾儿童、发展迟滞儿童等。

以创业投资的方式
推动儿童救助公益项目

公益在社区

丢烟头之前，先做一道选择题

南坪街头现“烟头投票箱”
通讯员 范南兰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记者11月14日从
江津区田家炳中学获悉，该校探索建立师德积分
制，激励老师力行公益。

据了解，江津区田家炳中学绝大部分学生都
是留守儿童，其中不乏学业困难、家庭贫困的学
生，这些孩子不仅需要学校和老师的教导，更需
要生活上的关爱和帮助。为此，学校探索推行师
德积分制，用积分来量化教师的从教行为，并将
师德积分作为评职晋级的依据。

“实行师德积分制以来，老师们从原来拿钱
干事，逐步过渡到习惯于无偿奉献。”田家炳中学
党委书记王洪表示，田家炳先生为捐资助学出售
千亿豪宅，自己身居陋室而不改其志。学校以田
家炳先生命名，更应该以田老精神为依托，激励
教师用“善”与“爱”点亮学生的精神世界。

师德积分制
激励老师力行公益

【时 间】2010年11月18日
【日记摘要】“我们给北碚童家

溪敬老院送去了洗衣机。老人们
不用大冬天浸在冷水里洗衣了，我
很欣慰。”

【背后故事】1999年，从重庆盘
溪造纸厂退休的刘芳惠，加入了市
慈善总会志愿者总队夕阳红大
队。在这个由离退休老干部、老教
师、老模范、老职工组成的“大家
庭”里，刘芳惠积极参与照顾孤寡
老人、救助重疾患者、文艺慰问演
出、送春联字画等活动，感受着公
益事业的快乐。

2010年的冬天来得早，刘芳惠
记得，11月中旬的那一天，她和伙
伴们走进北碚童家溪敬老院慰问
演出。一转头，他们见到，院子边
的水池旁，几位老人就着冷水正在
洗衣，手都被冻得通红。

刘芳惠的心顿时被揪起，找到
敬老院工作人员一问才知，院里本
有洗衣机，但坏了，正等人来修。

演出结束后，刘芳惠与队员们
没有回家，大家一合计，决定给敬
老院买一台洗衣机送去。这次送

洗衣机志愿行动，被她记录在了公
益日记里。

在刘芳惠的“公益日记”里，记
录得最多的就是各种敬老志愿活
动。她说：“夕阳红大队就是由老
人组成，我们这支老年志愿者队伍
更应该去关怀那些生活不便、精神
寂寞的老人，给他们送去欢乐。”

而更让刘芳惠欣慰的是，夕阳
红大队目前已在南岸、渝北、北碚
设立了3个区支队、33个分队，志
愿者由当初的2、30人发展到1200
余人。

【时 间】2015年11月26日
【日记摘要】“我在花田乡太白

村认识了蔡鹿。这个年轻人手很
巧，但卧病在床，我想帮助他站起
来！”

【背后故事】与主城相隔几百
公里的酉阳县天馆乡和花田乡，让
刘芳惠心里时时牵挂。

2015年，按照市慈善总会的部
署，夕阳红大队开始对口帮扶天馆
乡和花田乡。看着当地落后的基
础设施、医疗条件和贫穷的村民，
刘芳惠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
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夕阳红大队
所能，帮助天馆乡、花田乡改变贫
穷落后的面貌，让当地的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

2015年11月26日，在花田乡

太白村开展帮扶时，刘芳惠见到了
24岁的村民蔡鹿。

蔡鹿患上了脊柱结核，虽然动
了手术，但恢复很慢，一直在家卧
床不起。刚进门，刘芳惠就看见蔡
鹿床头摆着几个正在缝制的鞋垫，
针头紧密、花纹生动。与蔡鹿一番
倾谈，刘芳惠知道，他渴望站起来，
渴望摆脱贫困、自力更生。

“要让蔡鹿站起来!”回到重庆
后，刘芳惠立即发动志愿者为蔡鹿
捐款。担心寒冷加深蔡鹿的病情，
她又特地为他寄去了一件羽绒服。

年底，刘芳惠带着一盏TTP红
外线治疗灯和一堆十字绣材料，又
走进蔡鹿的家。她向蔡鹿转述医
生的嘱咐，让他坚持用灯烘烤背
部。

时隔半年，第三次去太白村，
刘芳惠又转到蔡鹿家中。这一次，
她看见蔡鹿站在屋檐下做饭。“一
盏小小的红外线治疗灯，竟让他真
的站了起来！”刘芳惠惊喜万分，流
下了泪水。

身体康复了，还得帮助蔡鹿脱
贫。不久后，刘芳惠又给蔡鹿送去
一台电脑，并请志愿者教他开网店。

心灵手巧的蔡鹿没让刘芳惠
失望，现在，蔡鹿经营的网店销售
酉阳土特产和自己手工缝制的十
字绣、鞋垫，销路不错，能支撑一家

生活。
【时 间】2017年2月21日
【日记摘要】“我和女儿共同设

立了奖学金，我和她已约定好，要
是我哪天走了，她会帮我继续捐
款，完成我的心愿。”

【公益故事】常年行走在山区
扶贫，山里的留守娃让刘芳惠既爱
怜又心疼。

2017年初，她与女儿喻冬梅商
定，母女俩各出500元，在市慈善
总会设立“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留
守儿童奖学基金刘芳惠奖学金”，
连续10年对2名渝东南少数民族
地区品学兼优或家庭困难的留守
儿童进行资助。

刘芳惠这个提议，女儿非常支
持。但她接下来的一个要求，则让
女儿红了双眼。

“我告诉她，如果我的身体能
支撑下去，她不用管。如果我身体
不行了，甚至哪天我走了，她必须
帮我继续捐款，完成这个十年之
约。”刘芳惠在几年前被查出患乳
腺癌，提及生死，她已十分坦然。

女儿答应了刘芳惠的要求。
今年2月12日，母女俩走进市慈善
总会，捐出了第二年的助学金。

从事志愿服务近20年，刘芳惠
说，自己的收获大于付出。因为公
益让她找到了老有所为的价值。

人物名片

▶
近 20 年来，她将队伍开

展的每一次公益活动，都详细
记录下来，并配上自己的感
言。

几年前，她被查出患乳腺
癌，唯一给女儿提出的要求
是，要完成资助留守儿童的

“十年之约”。
她，就是市慈善总会志愿

者总队副总队长、夕阳红大队
队长，68岁的刘芳惠。

公益让
我找到了老
有所为的价
值。

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动。 受访者供图

▲市慈善总会负责人向刘芳惠颁发荣誉证书。
▶刘芳惠慰问贫困群众。 受访者供图

▲▶“烟头不落地”文明倡导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