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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个慈善基金，带着孩子成为“慈善家”
每年，广州街坊何笑霞都要

走进偏远的山村小学，走访需要
帮助的孩子。 和普通志愿者不一
样的是，走访之后，何笑霞还会
通过自己开通的冠名慈善基金，
资助每一个核实了信息的孩子。

花费 100 元便可开通冠名
慈善基金，何笑霞通过这一“个
性化行善”之路，在 5 年时间汇
集了邻里好友的力量， 给 60 多
个山村贫困儿童带来改变。

公益慈善领域，存在不少体
量高达千万元的慈善基金，汇集
大量的社会资源投入公益慈善。
而在广州，有一群像何笑霞那样
的街坊开通了自己的冠名慈善
基金，开启慈善新征程。

目前，已在广州市慈善会成
功申请设立的个人冠名基金有
460 个。其中，有的如何笑霞一般
通过冠名慈善基金汇集邻里亲
友的爱心，给困境群体提供物资
支持；有的则通过冠名慈善基金
带动孩子一同参与慈善，让慈善
成为整个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设
立个人慈善基金并号召亲朋好
友一同支持，助力本土慈善项目
开展，已逐渐成为广州市民做慈
善的新方式。

霞姐：从志愿者到基金，希
望苦命孩子改变命运

在个人冠名慈善基金中，何
笑霞设立的乐言天使基金成绩
颇为亮眼。 这位人称“霞姐”的广
州街坊于 2014 年成立了“乐言
天使基金”，迄今为止，基金已注
入善款 99429 元，共资助了 60 位

贫困学子。
霞姐透露，“乐言”是她小孙

女的名字，希望孙女长大后一样
乐于行善。 而早在 2012 年，霞姐
就在义工联参与社区志愿者服
务，“当时最关注的就是老人和
孩子”。 天生一副热心肠的她经
常上门与社区孤寡老人聊天，同
时也为广州市慈善会的“爱蕾行
动”提供服务，曾获得广州市第
六届优秀义工称号。 然而，在日
常的慈善活动参与中，霞姐“一
直感觉对小朋友的帮扶还差一
点点”。 她逐渐发现，“孩子们不
只需要精神上的关怀，还很需要
生活费的资助”。

后来，霞姐通过乐言天使基
金对广东省内的困难学生进行
资助和探望，并带动了身边的朋
友参与其中。“当时清远佛冈县
一所学校的校长很热心，帮我找
了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我每年
都去几次走访， 核实学生信息，
核实后便通过基金来资助支
持。 ”霞姐说。

她还记得， 资助的孩子中，
有一个叫小花的女孩，73 岁的养
父因重疾离世后， 她与 50 多岁
的养母相依为命，“她的成绩很
差， 她的养母也说家里没钱，让
她不要读书了”。 那一次，霞姐等
志愿者开解小花，并表示她只需
要好好读书，其他问题志愿者都
会想办法解决。“小花也很懂事，
真的比以前更加发奋读书了，半
年之后还考上了重点高中。 ”霞
姐说，小花还立下了考取浙江大
学的目标， 当时他们就决定，孩
子考上大学后，大家也继续支持

学费。
在霞姐看来，身边的朋友都

很愿意为小花这样的孩子贡献
一点点的力量，而乐言天使基金
则保证了这些力量能给小花等
孩子带去温暖和希望。

品彦妈妈： 慈善基金是儿
子了解慈善的最好途径

对品彦公益基金的设立者
小米来说，慈善基金则是让儿子
了解慈善的最好途径。 小米说，
自己是慈善组织工作人员，自从
投身这个行业，工作变得十分忙
碌， 周末也经常要参加活动，陪
伴孩子的时间并不多。

在投身慈善事业的过程中，
小米也对慈善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 近年来，广州将慈善与民俗、
体育、消费、实体等深入相融合，
创新“慈善+运动”“慈善+艺术”
“慈善+互联网”等模式，让公益

慈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
给困境群体带来了帮助。

很多孩子都会好奇，自己的
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小
米希望品彦从小就了解妈妈的
慈善工作， 并且可以参与进来，
和妈妈有更多的互动。

2018 年 6 月 1 日儿童节，小
米给读小学的儿子设立了一个
冠名基金———“品彦公益基金”。
“一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困境儿
童； 二是希望品彦可以慢慢参
与到公益慈善中来， 慈善无小
事，爱心也不分大小；三是通过
基金可以发动身边的大小朋
友，让大家了解公益慈善，也参
与公益慈善。 ”

最近，小米还带着品彦参加
了广州市慈善会、广州市残疾人
联合会和多方共同主办的 B.
Duck Run 小黄鸭欢乐跑活动，
在捐出报名费的同时，以实际行
动支持广州市慈善会的爱蕾行

动项目，帮扶困境儿童。 小米说：
“当时还邀请了孩子的同学一同
参加，感受‘慈善+运动’的氛围，
留了不少开心的合影。 ”

小米透露，品彦公益基金今
年的规划是利用暑假的机会，给
山区的困境儿童带去学习用品
和生活物资。 在小米看来，“给孩
子设立个人冠名基金是很有意
义的事情，应该让更多家长了解
这一‘个性化’行善方式”。

人人都可以成为“慈善家”

近年来，像霞姐、小米等这
样咨询设立冠名基金的市民渐
渐增多， 有些还会带着孩子过
来，让孩子用自己的压岁钱申请
设立个人冠名慈善基金。

广州市慈善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只需 100 元启动资金，每
年注入资金不低于 500 元，便可
以在市慈善会基本账户下设立
冠名基金，实行专项管理，专款
专用。 个人冠名基金的低门槛，
使得家长、 小孩都可以设立，并
逐步影响身边的人也来参与慈
善，让慈善成为一种习惯。

目前，已在广州市慈善会成
功申请设立的个人冠名基金有
460 个， 设立个人慈善基金并号
召亲朋好友一同支持，已逐渐成
为广州市民做慈善的新方式。 广
州市慈善会负责人表示，设立的
基金正在开展各式各样的慈善
项目。 有些项目开展后，通过实
实在在的慈善行为感染了周围
的人，吸引更多的热心人士为基
金捐款。 （据《善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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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笑霞（前排右一）与孩子合影

2019 年 7 月 5 日，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志愿者发展基金在北京
梅地亚新闻中心召开“石膏儿童救
助”公益项目启动发布会。据介绍，

“石膏儿童” 一般指幼年类风湿关
节炎晚期患儿，这种病往往给孩子
带来极大痛苦。 同时，长达三四年
的持续治疗也给患儿家庭造成沉
重的经济负担。

针对这种情况和大量贫困患儿
家庭，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志愿者发
展基金推出“石膏儿童救助”公益项
目。 该项目一方面将进行相关宣传，
提高公众对疾病的重视程度，让患儿
得到及时正确的诊断与治疗；另一方
面将号召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救助
贫困家庭的幼年类风湿性关节炎患
儿，减轻贫困家庭经济压力。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戚
学森表示：“这些年来，我
们关注各类身处困境中的
病患群体， 为他们摆脱疾
病的疼痛和生活上的困难
提供帮助。 ”同时，他也指
出了“石膏儿童救助”公益
项目作为扶贫救助项目的
目标和意义， 号召全社会
提高对幼年类风湿性关节
炎疾病的关注，重视“石膏
儿童”群体生活现状。

本次发布会由爱心企业海南
亚合商贸科技有限公司支持。 现
场，该公司向“石膏儿童救助”公益
项目捐赠人民币 200 万元。海南亚
合商贸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
助理张家华谈道：“从 2015 年起，
公司就开始关注并积极参与公益
慈善事业，并将营收利润的 10%用
于社会公益项目。 有感于‘石膏儿
童’ 家庭面对疾病的痛苦和无助，
公司决定助力‘石膏儿童救助’公
益项目，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注该
项目，凝聚更多社会力量，为儿童
健康成长贡献一份责任。 ”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石膏
儿童救助” 公益项目的普及和宣
传，提高全社会对幼年类风湿关节
炎的认知度，同时聚集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捐助救治贫困患儿。 （皮磊）

2019 年 7 月 7 日，善多多
第 12 季“圆计划-LG 圆满假
期” 千名结伴大使出发大会在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举行， 这已
是善多多平台从北京派出的第
十二批 1000 名大学生结伴大
使。 同时，广州、上海、天津、西
安、沈阳、济南、成都和南昌等
八个城市将于 7 月 14 日同步
举行结伴大使出发仪式。

这个暑假，将有至少 3500
名大学生加入“圆满假期”活动
返回家乡， 走进全国千余个村
庄的上万户留守儿童家庭，与
至少上万户家乡的留守儿童一
对一结为成长伙伴， 实现长期
持续结对帮扶的综合性效应。

据介绍，该活动由北京圆
网慈善基金会（善多多）与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等百余所高校
发起，LG 集团、联想集团等联
合实施。“圆计划-圆满假期”
大学生公益活动旨在探索全
新结伴帮扶留守儿童模式，充
分发挥慈善组织的及时补位
功能和作用，广泛调动发挥大
学生群体的力量，辅助国家做

实做好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
群体的结伴关爱与帮扶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引
领作用。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让这
些从家乡走出来的、有知识有
见识的大学生，利用寒暑假期
回到家乡去一对一结伴帮扶，
是这个活动从开始一直到今
天从未改变的标准化模式，这
种独特的模式充分呼应、激发
和调动了每个参与者厚重的
亲情乡情。“大学生有知识有

见识，且自己就是那块土地上
走出来的人，个个对家乡都情
深意浓，回家结伴帮扶的融合
度非常高。 而且，这种结伴成
长模式还产生了非常明显的
裂变和可持续协同效应。 ”

记者了解到，未来主办方
还将全面开放移动端活动平
台和圆满假期活动品牌，与各
界充分合作， 共同在全国推
广，产生可持续的自主裂变和
协同效应，让更多孩子受益。

（皮磊）

“石膏儿童”引社会力量关注善多多发起“圆计划-LG圆满假期”
第 12批千名结伴大使从京出发

� � 爱心企业海南亚合商贸科技有限公司捐
赠人民币 200 万元

■ 苏小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