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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羊城社会组织深耕乡村
带领村民建设美丽家园 ■ 余和 何小花

为乡村振兴组队筹款

这一次是广州同心第一次
参与“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小
梁回忆道：“过去，广州同心更多
是通过专业的社会服务，为烧伤
病友等困境群体链接资源和提
供支持， 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此
外，通过一系列技术支持，和毕
节市首家社工机构设计了适应
当地的一系列精准扶贫服务。 ”

今年 6 月，当获悉广州市慈
善会设立了“善美乡村”项目响
应广东扶贫济困日，资助广州对
口帮扶扶贫济困和乡村振兴项
目后，同心社工决定申请。 该项
目除了在广益联募互联网募捐
平台开设募捐渠道外，还在广益
联募平台善行板块开通“善美乡
村”组队筹款通道，引导鼓励社
会各界通过单位组队的形式发
动更多人献爱心，行善举，并可
定制属于自己的项目计划。

“毕节所在的贵州，恰好是
广东对口帮扶。 我们希望进一步
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携手毕节
市社会组织和广州市羊城公益
文化传播中心，共同组队参与广
州市慈善会善美乡村活动，募集
社会资源，以实际行动帮助毕节
市困境儿童缓解就学压力。 ”小
梁说。

令小梁印象深刻的是，当组
队完毕，并通过多个渠道进行宣
传，发动亲朋好友一起为自己的
队伍筹款时，众多爱心人士表达
了自己的捐赠意愿。“其中一位

热心人士以已去世的母亲名义，
找到我们说要捐赠 1.8 万元，以
完成母亲的心愿。 ”小梁回忆道，
“这位热心人士的母亲生前是一
名孤儿，也是文盲，直到新中国
成立，才开始通过学习学会写自
己的名字，终其一生都在引导后
代要重视教育，并帮助那些没机
会接受教育的人。 ”

而这一位热心人士多年来，
也一直致力于为困境儿童的生
活与教育出一份力，恰好看到广
州同心组建了筹款队伍，希望直
接对毕节市范围内的孤儿或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助学支持，
并为帮助当地困境儿童寻找个
人价值，树立人生目标时，立即
找到了小梁， 通过广益联募，为
这支队伍捐赠了上万元善款，
“更多则是小额的捐赠， 目前在
各方的支持下，我们已经募集到
55000 元善款。 ”小梁说。

与此同时，不仅仅是社工机
构发起了筹款，包括广州公交集
团、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广州市市场
监管局也纷纷通过组建队伍的
形式为善美乡村筹集善款。

广州市慈善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过去几年，大家可能都是
通过一次性地捐款参与到扶贫
济困的活动中，但这次，我们希
望号召企事业单位组队筹款等
形式汇聚爱心，在筹款队伍进行
劝募的时候，无形之中就会带动
更多人参与和关注。 ”

同时，为增加大家的参与深
度，“善美乡村”项目所筹善款全

部用于广州对
口帮扶扶贫济
困和乡村振兴
项目， 由发起
组队的党政机
关、 企事业单
位、 社会组织
与广州市慈善
会签订合作协
议。 广州市慈
善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每支
队伍都有自己

的帮扶计划和历史帮扶故事，我
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方式，进一
步筹集资源， 拓展帮扶领域，并
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从被帮助到自助的乡村

距离从化区 60 公里的丘陵
里，山路弯弯，有一座名为仙娘
溪的村子， 即使车到了山脚，绕
进山也要 40 分钟。

因为它的偏僻与隐匿，这里
在过去的一段漫长时间里，青年
劳动力逐渐流出、村落祠堂逐渐
落败，重复着一个贫困山村的衰
落命运。而改变，发生在 2009 年。
彼时，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选择了仙娘溪开展一系列乡
村帮扶项目。 在经过几个月的村
民走访后，几个社工在仙娘溪建
了社工站，正式入驻。

和众多的贫困村一样，因为
交通不便、 没有特别的经济来
源，仙娘溪的村民比较贫困。 村
里的阿文回忆道， 过去很长的一
段时间里， 母亲一大早便去菜地
种菜、摘菜，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接着山上砍木头，忙到夜色降临，
但最多一天也就赚三十多元钱。
阿文也要经常帮忙， 小小的身体
种花生种到哭，拉木头拉到怕。

绿耕的项目负责人甘传还记
得， 初进仙娘溪时，“村民不知道
什么是社工，大家称呼自己为老
师，看似尊称，其实更多是一种
身份地位上的仰视， 一种隔阂。
而很多帮扶项目脱离村子实际，
很难受村民认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没有融入乡村。 在仙娘溪开
展工作，必须突破这一瓶颈。 ”

于是，绿耕跳出了到村立即
如火如荼开展帮扶项目的传统
逻辑，而是提出了“三同———同
吃、同住、同劳作”的要求。 几个
绿耕的社工从此扎根在了社工
站， 隔三差五和村民一起吃饭，
一起耕田，一起聊天，没过多久，
便熟悉了村里的状况。 那时，村
里的人依然不知道“社工”一词，
只是看着绿耕的小伙子如此可
爱，从“老师”的称呼换成了“大

学生”， 愿意和他们齐心协力做
些事情。

在获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
后，绿耕开始了营造社区公共空
间、发育村民组织、改善村民生
计的系列规划。 围屋修缮、设立
社区公益金、先后组织乡村旅舍
妇女小组、生态种植小组、青梅
产品加工互助组、返乡青年文化
导赏小组等村民组织，并注册为
合作社，发展起多元可持续的生
计方式……

仙娘溪因为一群新村民的
到来，又开始多了喧闹声。 大家
聚餐，跳舞，游乐，将彼此独立而
苦闷的个体连接了起来。

“如今，绿耕社工的点已经
从村里撤出，现在是村民组织和
带头人在管理运营，社工主要为
村民小组的事务提供协助和分
担，充当同行者。 ”绿耕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现在，更多时候，村民
们开始自己寻找方法维持自我
生计与村落生机， 比如注册企
业，比如生产生态种植的农业产
品，而此前培育成立的各合作小
组联合成立了汇耕田，进行生态
农产品以及社区服务的统筹，并
为其他小组提供相应支持，希望
能够一起走出一条在家乡安居
乐业的路。

“红种子”带来的变化

正在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
仙娘溪。 七境村位于广州市增城
区派潭镇北部，曾是东江纵队第
三支队三团的联络点。 村子下辖
21 个村，总人口约 4000 人，很多
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落下很多
留守儿童。

2012 年，萤火虫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总干事冯绮霞和义工一
起到七境村开展志愿活动，村里
的留守儿童引起了冯绮霞的注
意，“村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
他们平时除了上学，课后时间做
什么是很大的问题。 ”这些留守
儿童课余时间可以做什么？ 如何
长期有效地帮助他们？ 这些问题
困扰着冯绮霞。

2014 年，冯绮霞带头在七境
村发起“红种子”项目，项目最初
将村里的东江纵队联络点改建
成一座“幸福小屋”，120 平方米，
两房一厅。 在项目启动当年，七
境村发生了一场水灾，村民损失
严重。 为了帮助灾后重建，“红种
子” 项目在村里租借了 30 亩土
地，建起了萤火虫慈善农园。 农
园聘请留守在当地的妇女工作，
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幸福小屋”建起来后，志愿
者常常到村里开办活动，在课余
时间为乡村的小孩带来第二课
堂，暑假还会组织大学生前来支
教。 其中子项目“音乐伴我成
长———音乐进乡村”受到村里儿
童的热捧。 这个项目从广州市区
邀请擅长乐器的志愿者定期进
村，在“幸福小屋”给儿童开展音
乐课堂。“我们希望培养小朋友
的兴趣， 带他们到外面表演，增
强他们的自信心。 ”冯绮霞说。

结合村子的红色文化，2018
年，“红种子”项目组在村里组建
了一支七境红色志愿宣讲队，由
村里一名老党员、一名长者和 10
个小朋友组成。 平日，由老党员
对小讲解员进行培训，每当有团
队进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等时，
这支宣讲队就会给游客讲解村
里的红色文化。 来村里办活动的
次数多了， 有时志愿者还没到，
孩子们就围在“幸福小屋”外面
等待，看到这样的场景，冯绮霞
觉得当初的困扰有了答案。

随着项目不断成熟，志愿者
加深对村子的了解，关注到了村
内困难老人的问题。 2017 年，“幸
福小屋”里增设了长者食堂的功
能，逢周一到周五，饭堂为村里
困难长者和高龄长者提供无偿
或低偿午餐，二肉一菜一汤。

来到项目落地的第八年，冯
绮霞希望能在更多村子复制七
境村的模式，扩建更多的服务基
地，让更多的村民受益。 同时，她
希望引入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到
帮扶城乡困难群体的公益活动
当中。

（据《善城》杂志）

� � 6 月中旬以来，广州市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小梁发现，同心
社工发起的‘善美乡村’筹款队伍接收到了越来越多来自社会各界的爱

心捐款。
善美乡村是广州市慈善会响应 2021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发起的公益项目，透

过畅通网络捐赠、组织筹款活动等形式筹集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
其中一大亮点，在于每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都能组建自己的募款
队伍，生成自己的募捐二维码和页面，同时制定自己的帮扶计划。

‘一百、五百、两千……项目得到 100 多人次支持，完成 85%的筹款目标了。 ’
小梁说，同心社工计划为善美乡村项目募集 65000 元，支持贵州毕节乡村教育和
学生，通过教育提升人口素质，助力乡村振兴。

不仅社工组织已经组队，在广益联募互联网募捐平台上，广州公交集团、广
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四家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也相继成立自己的筹款队
伍。 与此同时，不少广州社会组织更是深耕一线，在涉农地区开展一系列的文化、
产业帮扶和支持，带动村民建设美丽乡村。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 而 6 月 30 日举办的‘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今年也步入
了第 11 个年头。

“

仙娘溪的汇耕田合作社做生态农业技术示范

仙娘溪的村民制作的生态姜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