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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一
善就是每天
做一件力所
能 及 的 好
事。

他曾是警察，牢记为人
民服务是自己的宗旨。

他创办的公益群，群成
员日行一善，每天至少捐 1
元钱。仅两年时间，群成员
已达近500人。

他叫曾波，46 岁，谷生
堂日行一善积福报公益群
创始人。

■12月21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水利
局、江津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的重庆市“守护绿水”
志愿服务示范活动在江津区三峡库尾广场举行，来
自全市各区县、各单位和江津区本地企业、学校、镇
街、村社共500余名守护绿水志愿者代表参加活动。

■12月21日，经中华慈善总会积极推荐，重庆
市慈善总会与江苏启东盖天力药业有限公司达成
合作共识，在重庆联合开展“槐耳颗粒”慈善药品援
助项目，对重庆的困难肿瘤患者进行药品援助。

■12月21日，由重庆市慈善总会、重庆新诗学会
和重庆市慈善捐赠服务中心主办的首届重庆（中国）
慈善诗歌朗诵会在重庆市第三十八中学举行。重庆
日报记者靳小丁以隐姓埋名慈善人物“尹明”为原型
创作的诗歌《尹明》在朗诵会上诵读。

■12月20日-22日，在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指
导下，渝中区巴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联合重庆市生
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总队分别走进丰都县三建乡
和涪陵区蔺市镇开展“百镇千村万户”生态环保宣
传教育活动。

■12月25日，为让荣军院的革命军人感受到
“家”的温暖，鸿杰社工志愿者与荣军院20余名残
疾军人及家属一起，开展了一场丰富多彩的“喜迎
新年·共庆元旦”活动。

■12月26日，重庆慈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巫
山县双龙镇深度贫困村安静村开展“传统文化我传
承”妇女互助小组活动，丰富村中老年留守妇女的精
神文化生活，培养邻里互助意识，扩大同辈交际圈。

■12月27日，市生态环境局、缙云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重庆市渝中区自然介公益发展中
心联合在北碚缙云村开展“百镇千村万户”生态环
保宣传沙龙以及“发现缙云之美”主题摄影第三次
社区培训。

本报讯 （记者 周尤）近日，由团市
委、市体育局、市扶贫办、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奉节县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8年“聚焦扶贫·徒
步三峡”团员青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公益徒步活动暨“体彩·大乐透杯”徒步三
峡之巅公益挑战赛在奉节县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名徒步爱好者
齐聚诗城奉节，从白帝城景区出发前往三
峡之巅，全程往返16公里，沿途经过古象
馆、赤甲楼（炮台）、坳口、鸡骨梁等风景秀
美的地点。徒步队员们携手并肩，畅行山
野，在饱览了大自然美丽风光的同时，还
挑战自我，用行动践行公益。

据了解，与以往传统的徒步活动不同，
本次徒步三峡之巅挑战赛融入了公益元
素。“此项活动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同时为奉节县500名贫困留守儿童实现新
年愿望。”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活动得
到了全国各地近500名徒步爱好者积极参
与，其报名费将全部用于实现贫困留守儿
童新年心愿。该负责人表示，2019年团市
委还将联合相关单位继续开展“聚焦扶贫·
徒步三峡”等相关公益活动，组织动员更多
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今天的徒步活动非常有意义，不仅
锻炼了身体，更重要的是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帮助贫困留守儿童实现了新年愿望。”
参与活动的徒步爱好者贺选清表示，回去
后会把徒步三峡活动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和家人，希望能带动更多人关注贫困留守
儿童，加入到奉献爱心的队伍中来。

徒步三峡之巅公益挑战赛举行
全国各地徒步爱好者齐聚奉节 为500名留守儿童圆新年梦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2月26日，渝北区王家街道文
化活动中心，几十名编织义工围坐在一起，为贫困学生和老
人穿针引线。据了解，自第六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行
动开展以来，我市已汇聚了30万像她们这样的编织义工。

王家街道妇联负责人介绍，街道辖区有75名编织义工，
一个月前，她们认领了“冬日针爱”编织任务，或聚在一起讨论
编织技巧，或各自在家编织，目前已织出“爱心四件套”100余
套。四件套除常规的帽子、手套、围巾外，义工们还增加了一
个护膝。“山里的冬天格外冷，又软又厚的护膝可以保护膝盖
和腿，防止患上关节炎。”

据悉，第六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行动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财政局、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主办，今年
主办方共组织了主城及周边14个区结对14个贫困区县，发
动全社会爱心人士筹集善款、购买毛线，已汇集30万编织义
工为山区孩子和老人打一条围巾、织一双手套、编一顶帽
子。明年1月，市文明办将组织参与捐赠的区县将编织好的
爱心织物赠送到对口的14个贫困区县，发放给贫困乡镇特
别是深度贫困乡镇的学生、孤寡老人。

第六届红樱桃“冬日针爱”
志愿行动

已汇聚30万编织义工

12月20日零点刚过，山城的霓虹
灯依然闪烁，谷生堂日行一善积福报公
益群（以下简称公益群）又开始热闹起
来了，一个个数额不等的红包开始在群
里刷屏，这是公益群20日当天的第一

场红包雨。
大约5个小时后，天刚蒙蒙亮，公

益群创始人曾波起床后打开手机登录
微信，在群里发了备注为“日行一善
第725天”的红包。随后，公益群下起
了当天的第二场红包雨。“每天起床
第一件事儿就是在群里发红包，发了
红包才觉得心安。”曾波和笔者打趣
道。

公益群里的红包雨就这样每天集
中在早晨、中午和晚上。公益群执行
委员刘红梅告诉笔者，和其他微信群
红包一经发出便被秒抢不同，这个公
益群的红包只有群备注为“日行一善
善款专员”的群成员才可以领取。“如
果有人误领了红包，我们会在群里提
醒他，请他退还。”

父母在他心中种下爱的种子

上世纪70年代初，曾波出生于重
庆市永川区，他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
农民。在曾波看来，父母亲的善良和
正义对他影响深远。

大约6岁时，曾波曾与父亲一同乘
车出行。车上，曾波的父亲发现有小
偷在摸别人钱包，毫不犹豫上前将其
制服送到了派出所。“我当时觉得父亲

很了不起！”
父母都是特别有爱的人。曾波

说，几乎每学期开学的时候，父亲都会
帮交不起学费的贫困生交学费，有的
学生考上了中专、大学，他还会继续资
助。“小时候开学的那一个月家里几乎
吃不上肉，父亲把工资给贫困生交了
学费，家里没钱买肉。”回忆起儿时父
亲因帮助他人给家里造成的“窘境”，
曾波笑着说。

念初中时，一位廖姓同学回家需
要走近四个小时的路，曾母便让这位
同学在家中住了两年多时间，有时连
这位同学交的口粮，曾母都推辞不收。

或许是受小时候目睹父亲抓小偷
的影响，曾波一直梦想当一名警察。
1993年，曾波如愿以偿进入公安系统
工作，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

在20多年的从警生涯中，他曾荣
立过二等功，但多年的辛勤工作让曾
波的健康受到了影响。痛风发作时，
他甚至需要人背着上下楼。2015年，
曾波因健康原因提前办理了退休手
续。

组建微信群脚踏实地做公益

退休后，曾波本打算安心养病、安

享退休生活，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曾波
通过朋友的介绍进入了养生领域，这
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也成了他人
生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调理，他的痛
风症消失，身体康复了。

之后，曾波创办了谷生堂，传播健
康养生理念。“当警察是践行为人民服
务，创办谷生堂是为了传播健康养生
理念，让更多人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帮助百千万家庭和谐稳定，这是另一
种方式的为人民服务。”曾波决定成立
公益群，从小事做起，脚踏实地做公
益。

2016 年 12 月 24 日，公益群成
立。成立之初，公益群只有28位群成
员，两年间，公益群发展到496人。

根据公益群群规，群成员每天至
少捐1元钱。每天晚上10点左右，善
款专员会在公益群里公布当天的捐款
情况统计和善款的支出明细和余额明
细。据公益群善款专员统计，截至中
午12点，12月20日当天群里共有150
名群成员进行了捐款，捐款总额为
373.9元，善款余额共66653.39元。

公益群组委会每个月都会对群成
员的捐款情况进行统计，其中捐款次
数不足当月天数三分之二的群成员将
会被暂时性地移出群聊。“现在群里边

有大约500名，但实际上进进出出的
人应该有几千人了。”

曾波告诉笔者，暂时被移出群的
群成员还可以再次提出入群申请，但
需要在提出申请3个月后才能被邀请
入群，“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增强公益群的粘性。”

“日行一善”为他人带去希望

最近一段时间，曾波时常在朋
友圈发布求助信息，为公益群对接
的贫困户喂养的黑猪寻求销路。原
来，公益群参加了共青团合川区委
组织的“购买绿色生态土猪，助精准
脱贫攻坚”公益活动，截至 12 月 21
日，还有3户贫困户饲养的7头生态
土猪没有找到买家。

两年中，公益群还为边远山区的
学子送温暖。今年2月份，公益群邀请
到一批书画家现场作画，为酉阳县车
田乡中心小学校的26名困难学生举行
了一场义卖活动，共筹集善款4万多
元。

在曾波的影响下，部分被帮扶对
象主动加入了公益群，家住武隆区后
坪乡白鹤村的余云华便是其中之一。

早在2014年，曾波便与余云华的

女儿余西娅达成了结对帮扶关系。在
过去的四年里，曾波每周都会和余西
娅通一次电话，询问她在学校的生活
和学习情况，关心她的成长。“有时候
是她给我打，有时会是我给她打。”曾
波告诉笔者，他每个月会给余西娅提
供150元的生活费资助，由余西娅的
老师转交给她。

2017年6月，余云华主动申请加
入了公益群，并坚持每天在群里捐1元
钱。余云华还动员身边的亲朋好友加
入公益群，“就是觉得这个挺好的，别
人帮助我，我也应该帮助别人。”余云
华对笔者说。

为让公益更阳光，今年8月，“日行
一善”公益善款在重庆市慈善总会开
设了专门的账户，并成立了“日行一善
公益大队”。“我们倡导的日行一善，不
是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非常
刻意地去做好事，而是让我们把善心
时时带着，遇到需要我们伸出援手，立
刻出手相助。”在曾波看来，日行一善
就是每天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好事，哪
怕是一件很小的善举，比如每天捐1元
钱。

关于未来，曾波相信，会有更多的
爱心人士加入到公益群，将“日行一
善”坚持到底。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2月25
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今年我市共
2757人获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
书，全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已达
5.5万人。

市人社局社工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我市社工职业水平考试报名
人数11555人、参考人数8993人、合
格人数2757人，较2017年分别增长
43.04%、40.22%、230.18%，均创历史
新高。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12月底，我
市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15048人，其中
社会工作师2202人、助理社会工作
师6921人、社会工作员5925人，全
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已达5.5万
人。

该负责人表示，我市“万名社工
专才培养计划”取得明显成效，已基
本建成一支数量适合、结构适宜、素
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据了解，近年来，为贯彻中央关于
“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战略
决策、落实市委市政府科教兴市和人
才强市行动计划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的总体部署，市民政局多
措并举推进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工作，不断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
化水平。

截至目前，全市38个区县（自治
县）和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积极出
台激励政策，鼓励辖区从业人员报
考，加强本土社会工作者人才培养。
如，江北区对取得重庆市社会工作
员、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
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的社
区工作站工作人员，每月分别给予
100 元——500 元不等的职业资格
补贴。长寿区规定，获得全国社会
工作师、助理社会工作师、重庆市社
会工作员资格考试证书的街镇民政
办和村（社区）工作人员，区民政局
机关和局属单位干部职工，给予一
次性奖励500元——3000元；村（社
区）工作人员从证书登记注册当月
起，在应得补助的基础上，按社会工
作师100元/月、助理社会工作师60
元/月、社会工作员30元/月的标准
增加补贴。

为增强报考人员的专业知识、应
试能力和职业水平，市民政局连续11

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考前公益培
训。近年来，全市参训人员数量逐年
增加，其中2015年、2016年、2017年
分别为4500人、5500人、8000余人。

今年，全市投入60万元，在20个
区县和两江新区分别设置培训点，从
全市考前师资库中遴选出29名具有
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理论与实
务结合紧密的教师授课。为期两个
月的公益培训，全市共举办33个培
训班，其中中级班8个、初级班21个、
综合班4个，受训考生近11000人，
较2017年增长37.5%，实现区县（自
治县）全辐射、考生全覆盖。

我市坚持社区社会工作为基础、
专业领域社会工作为重点、政府购买
服务为引擎的“全科+专科”式社会工
作发展思路，已建成2000余个社区
社会工作室（站），培育200余家民办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仅市级民政系
统，已实施1100余个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涵盖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区
建设、扶贫济困、慈善事业、婚姻家
庭、残障康复、教育辅导、职工帮扶、
犯罪预防、矫治帮教、灾害救援等社
会管理服务领域。

我市2018年社工职业水平考试获证人数创历史新高

全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
已达5.5万人

本报讯 （记者 张莎）今年以来，北碚区残联
在天生街道开展试点，首次引入社工机构介入残疾
人居家托养项目，通过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
式，让残疾人按需“点单”，社工根据需求精准“上
菜”，不仅让助残工作更专业，还针对残疾人监护人
开展了“喘息服务”。

天生街道残联理事长孙斯介绍，在引入社工机
构前，他们在辖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走访调研，
发现残疾人的居家需求主要集中在家政保洁、小家
电维修和康复治疗等方面，此外，大量残疾人的监
护人身心消耗大，常常力不从心。

因此，除基本居家服务外，北碚区残联引入的
北碚渝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还开展了“喘息服务”，
让残疾人的监护人喘口气，放心地拥有半天或一天
的休息时间，缓解一下身心疲惫。家住嘉陵村的杨
女士家庭便在不久前接受了“喘息服务”。

杨女士的女儿多年前因病导致二级肢体残疾，
几十年下来，每天重复的起床、吃药、做饭、照护，常
常压得年迈的父母喘不过气来。

在“喘息服务”中，几名社工分工合作，一方面
到杨女士家进行保洁服务，一方面陪杨女士出门散
心、聊天。

杨女士表示：“我在社工帮助下学习了控制情
绪、疏导烦恼，他们还会定期到家里来协助我照护女
儿，真是轻松了不少。”

北碚首次引入社工介入残疾人居家托养

残疾人监护人
可点单“喘息服务”

这个公益群每天要下三场红包雨
实习生 郑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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