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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携手公益 惠泽两岸

第五届海峡论坛·两岸公益论坛在厦门举行
� � 6 月 15 日上午，以“携手公
益 惠泽两岸”为主旨的第五届
海峡论坛·两岸公益论坛在厦门
开幕。 来自海峡两岸公益慈善界
的专家、公益机构代表、优秀志
愿者和企业代表等 300 余人参
加了论坛。 与会者通过探讨志愿
精神、交流公益理念、分享公益
经验等方式进行互动交流，以公
益凝聚两岸感情，推动两岸公益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本届公益论坛由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与台湾中华文化推广
协会、张老师基金会、中华中兴
菁英发展协会、台湾十大杰出青
年基金会共同主办。 国务院台办
副主任叶克冬、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副主席齐鸣秋、福建省副省长
倪岳峰等领导出席论坛并致辞。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胡
启立向论坛发来贺信。 他表示，

两岸公益论坛首次落户第五届
海峡论坛，这是多年来两岸公益
交流与合作历程中的一件大事，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希望论坛
能够成为凝聚两岸公益领域专
家学者、志愿者、企业界和媒体
热心人士的重要平台，成为两岸
公益机构和人士对话交流、展示
成果、分享经验、规划合作的长
效机制。

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叶克冬
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两岸公
益交流日益活跃， 往来日益频
繁，在两岸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 台湾众多的公益机构和团体
经常奔走于两岸， 发扬中国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
统，传递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
肉亲情和同胞情谊。 两岸公益慈
善交流为两岸各界大交流增添
了新的动力， 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推动社会和谐进步及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

“两岸公益事业的交流有迫
切的社会需求，公益合作空间巨
大。 ”齐鸣秋在致辞中表示：“我
们需要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交
流，促使两岸的公益精神和人文
关怀延伸到各个方面，把两岸公
益事业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

主论坛上，台湾中华文化推
广协会理事长赵怡、台湾佛教慈
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副总执行长
林碧玉、河南啓福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卢福明等两岸嘉宾
就“两岸携手迈向公益社会”等
主题作了发言。 在“志愿精神与
公益实践”和“企业社会责任与
企业文化构建” 的两个分论坛
上， 共有来自两岸公益机构、社
团组织、社会企业和一线志愿者

代表共 21 位嘉宾带来了内容丰
富而精彩的演讲。 在 15 日下午
的工作坊中， 有 10 位嘉宾围绕

“紧急救援行动中的志愿服务”
和“社会企业与社会服务”的主
题进行了热烈交流。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
李宁表示，两天的论坛，内容丰
富、精彩纷呈、亮点不断，与会代
表们全情投入，倾情参与，不仅
主论坛上聆听得聚精会神，在分
论坛和工作坊上也同样认真和
专注，大家都不愿离开，颇有“分
身乏术”的遗憾。 论坛期间，有开
心的欢笑，有感动的泪水，有思
维的激荡，有情感的交融，有经
验的分享，也有精神的洗礼与心
灵的净化。

此次两岸公益论坛成果颇
丰，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台湾张
老师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由

台湾张老师基金会定期安排专
业师资力量为大陆青少年提供
心理健康服务；并特别邀请四川
地震灾区青少年赴台湾休养和
接受心理辅导；台湾中华中兴菁
英发展协会、台湾十大杰出青年
基金会也分享了各自的交流成
果，并与大陆有关机构达成了合
作意向。 此外，开幕式上，两岸嘉
宾还共同启动了“温暖远征军老
兵”的微公益项目，呼吁两岸爱
心人士伸出双手，向为中华民族
独立解放浴血奋战的远征军老
兵奉献爱心、表达敬意。

两岸代表均表示，中华民族
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两岸公益慈
善事业的共同根基，和谐社会的
构建需要公益文化和公益精神
的传承，两岸公益论坛的举办是
海峡两岸多年关系发展的必然
结果。 （据中国台湾网）

近日，北京首家“邻里驿站”在
朝阳区奥运村街道“开张”。 “所
谓‘邻里驿站’，顾名思义就是给街
坊邻居提供家以外的一处休息场
所。 ”奥运村街道工委书记张永红
介绍。紧邻北五环的双泉社区下辖
澳景花庭、融域家园等 11个小区，
共有住户 1.2万人， 虽然社区服务
站能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但是包
括幼儿早教、小学生托管等在内的
多项服务却长期缺乏。

小学生放学早，家长还在上
班， 这段空档期孩子无人看管；
退休老人想聚在一起， 看看报
纸、下下象棋，可是却没有足够
的场地。 朝阳区奥运村街道为此
想出了一招儿———出资从一位
居民手中购买了一幢两层小楼，
占地面积 300 余平方米，经过重
新装修和改造后变成“邻里驿
站”，由社区服务站、社工、专业
社会组织联手，面向社区提供亲
子沙龙、幼儿营养配餐、接孩子
放学等特色服务，每天上午 9 点

至晚上 9 点对居民免费开放。
步入“邻里驿站”，只见楼下

淡雅素净，棋牌室、图书阅览室、
剪纸屋相邻，老人们读书、下棋、
剪纸，各得其乐；楼上装修以红、
黄、蓝等色调为主，设有多彩童贝
贝屋、快乐成长营、四点半课堂等
场所，随处可见的毛绒玩具、软体
积木、 手敲琴吸引了不少幼儿驻
足。“以前在外面上过两次亲子
课， 不仅人多， 而且学费也不便
宜。 ”家住“邻里驿站”附近的杨先
生带着女儿妞妞， 免费上了一堂
一对一的亲子课。 唱歌、穿珠子、
做游戏……近一个小时的课程，
一岁半的妞妞开心得手舞足蹈。

负责多彩童贝贝屋的高晔
多年来一直从事亲子教育，在她
的带领下，5 名老师开设了亲子
班、美术班、绘画班、幼儿营养餐
搭配等课程，白天主要招收 0 到
3 岁的学龄前儿童， 傍晚则面向
小学生。 下班较晚的家长将孩子
寄存在这里，社工和志愿者还负

责接孩子放学和辅导功课。 节假
日期间， 孩子们还能体验乘车、
购物等实际生活技能。“与一般
的培训班不同，我们提供的都是
公益性服务。 ”高晔说，所有课程
均免费向双泉社区居民开放，仅
收取餐费和材料费，有需求的家
庭前往居委会报名即可。

带着儿子前来“考察”的吕
秀丽对“邻里驿站”十分满意。 她
告诉笔者，自己下班晚，到家怎
么也得 6 点半左右，但是儿子每
天 4 点半就放学。“过去每天雇
人接送孩子上下学，等我到家陪
他写作业，忙到晚上九十点钟是
家常便饭。 今后，他不仅能在这
里提前完成作业，晚上还有充裕
的时间看自己喜欢的漫画书。 ”

据介绍， 同双泉社区一样，
奥运村街道今年还将在大羊坊、
绿色家园、 风林绿洲和北沙滩 4
个社区建成类似的“邻里驿站”，
预计 10 月底之前投入使用。

（据北京日报）

广州将于 6 月举行首届慈
善项目推介会， 推出扶老、助
残、济困、救孤、赈灾等五类共
1080 个慈善项目，拟募集 3 亿
元善款。

据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
组委会副主任、广州市民政局
局长庄悦群介绍，首届慈善推
介会由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广州市民政局承办，定于 6 月
26 日~27 日在白云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推介大会。 经审核，
符合申报条件的公益慈善组
织共有 102 个，符合这次推介
会要求的慈善项目有 1080
个。 推介会组委会筛选出 100
个项目作为重点项目宣传推
介，其中“广爱慈善金特殊困
难人员救助项目”由市慈善会
与《广州日报》合作，目标筹集
300 万元善款。

（据广州日报）

北京首个“邻里驿站”开张
“三社”联手为居民服务

几位家长怀抱幼童正在“邻里驿站”做游戏

� � 近日， 由山东省民间组织
管理局主管、 省民政厅信息中
心提供技术支持的山东社会组
织网（www.sdnpo.gov.cn）正式
开通运行。

网站设置新闻服务、政务
公告、网上办事、推介交流、专
题专栏五大类 15 个栏目，主
要为全省各级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机关、各类社会组织以及
社会组织的申请人员提供服
务。

新闻服务主要发布社会组
织管理工作要闻、 社会组织活

动新闻； 政务公告发布通知公
告、行政许可公告、年检结果及
行政执法公告； 网上办事发布
政策法规、 社会组织基本情况
及办事流程， 完成网上办理登
记、年检及变更等业务；推介交
流主要介绍、 推广和宣传社会
组织的工作方面的研究成果、
好的经验做法及省内优秀社会
组织； 专题专栏主要用于民政
部、 财政部等上级机关部署的
专题大项活动的通知、 宣传及
开展情况通报。

（据齐鲁网）

山东社会组织网开通运行

13 日，沪上首家社会组织
型家庭医生专业团队———心益
家庭医生正式成立， 并首批与
虹口区江湾镇街道辖区内的
30 个居委会、10 个敬老院签
约，上门为孤老、独老、纯老以
及军烈属四类 300 位高龄老人
提供无偿服务。

据了解， 社会组织型家庭

医生服务模式有效地整合了民
间资源， 通过购买社会组织专
业服务，让老百姓得到及时、专
业的服务。

据悉， 到明年年底将达到
辖区重点老人签约服务率全覆
盖，实现 70 岁以上老人“一人
一医”的目标。

（据文汇报）

上海推出社会组织型家庭医生

广州千个慈善项目
拟募集 3亿善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