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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办实事
广州慈善身影不缺席

Social� Innovation社会创新

微创投大效果
惠及群众逾 10 万人

面对读写困难的孩子，学校教
师如何与他们相处和教学；老城区
里人老房子老，如何解决旧楼安全
隐患；面对生活重重困难的困境人
士，如何提升抗逆力……

过去，这些问题很难被人关
注，即便关注了，也难以撬动社
会爱心资源聚焦于这些细微的
问题上。 不过，今年，广州市慈善
会党支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落
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组织实施了“创善·微创投”———
广州市社区公益微创投。

该项目通过创投形式，资助
了 70 个公益项目解决社区问
题、 促进社区可持续性发展，项
目覆盖广州 11 个区， 惠及服务
超过 10 万人， 其中直接服务
7346 人次， 间接服务 105373 人
次，合计开展主题探访、社区宣
传、社区活动、小组服务等活动
530 次。

有的项目通过试点探索形
成服务方案， 服务特殊孩子；有
的项目通过党建引领激活社区
活力，撬动社区多方一同为旧楼
改造；还有的形成了网上公益课
程，更好地服务困境群体。

值得关注的是， 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 新一轮“创善·微创
投”项目即将启动，将撬动更多
的社会力量助力社区治理，聚焦
困难群众的兜底需求，积极落实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
征集方式及渠道、联动企业资源
支持等方面加大力度。

2020年， 广州市人民政府印
发了《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的通知》，提出鼓励大型商业广
场、图书馆、连锁门店、游客中心
等设置慈善空间，在小小空间，彰
显慈善之城的温暖和爱心， 从慈
善论坛、 爱心快闪呼吁“人人慈
善”，到食物银行、公益学堂工作
坊，让慈善变得触手可及。

今年，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 广州市慈善会携手广州市
公益慈善联合会大力推进慈善空
间设立，至今已开设近 20 个慈善
空间。其中，从化图书馆设立慈善
空间后， 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
设计打造的慈善课程搭乘着从化
图书馆运行了 20 年，由中巴改装
而成，每次可以装载 2500 册图书
的流动图书车走进从化区 13 所
小学，结合学校德育教育，为孩子
们带来更多元、更生动、更贴近生
活的慈善课程。

而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
从化图书馆、广州市亚商善行公
益促进会工作人员、志愿者及 13
所乡村学校的老师们更是共同
成立了慈善教育党员志愿者服
务队，发挥为民服务精神，分享、
传播慈善知识，推动学生从学习
者逐渐转变为传播者、 行动者，
影响更多人关注和参与慈善，形
成浓厚的人人慈善乡村氛围。

助力乡村振兴
关爱困境长者

在花都区炭步镇，七旬长者

谭伯是文岗村的困难农户，平时
靠低保救济生活，为帮补家庭生
活开支，行动不便的他常年坚守
田间劳作。 田里种有特产文岗芋
头、番薯、粉葛等农作物，每到成
熟收割的季节， 仅是靠亲戚、朋
友帮忙售卖， 销售渠道较为单
一。 努力，仿佛改变不了贫困的
命运。

然而，党史学习教育下，社工
携手村民将农田玩出了新花样，
打造一整套乡村亲子体验活动，
从割稻穗、打禾机，到拔花生、挖
芋头， 迎接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城
市的街坊， 在党建引领下着力脱
贫攻坚， 参与活动的亲子自主积
极向耕农认购芋头、花生，助力困
难芋农耕农拓宽农作物销售渠
道。 包括谭伯在内不少村民因此
有了乡村振兴的新盼头。

实际上， 在更多乡村角落，
广州社工更是发起了广州社工
助力乡村振兴服务 7 项行动。 全
市依托社工服务机构和全市 203
个社工服务站，组织实施“农村
贫困家庭帮扶”“农村留守老人
照顾支援行动”“红棉公益消费
扶贫助农”“农村困境儿童护蕾”

“农村残障人士关爱”“点亮农村

困境群体微心愿圆梦”“乡村社
区治理赋能”等 7 项行动 30 余项
细项，充分发挥“社工+慈善+志
愿服务” 融合发展机制作用，凝
聚社会力量， 助力营造共建、共
治、 共享的乡村振兴参与格局，
开创新时代广州社工参与乡村
振兴新局面。

“腰痛的老毛病，缓解很多
了！ ”海珠区沙园街，困境老人刘
叔一直腰痛缠身，然而，一次专
业的理疗服务对他而言近乎奢

侈。 他没想到的是，同社区的街
坊兼志愿者陈伯在了解自己的
病痛后，没多久，迎来了理疗服
务专业志愿者，“很专业，还会根
据自己的情况针对性地提供按
摩、耳穴贴、照灯等服务”。

而在越秀区六榕街，低保长
者何姨一直有呼吸道疾病，同样
因为家庭条件， 不舍得去理疗。
然而，今年，一位专业理疗师义
务上门服务，咨询病症后，便为
其进行艾灸、拔火罐等，嘘寒问

暖。 这让何姨尤为感激，“不仅是
理疗后身体暖，很舒服，而且很
感谢有人关心自己。 ”

实际上，这些故事正在一个
个街道上演。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广州市志愿者协会推出了

“耆望成真·长者微心愿” 服务，
联合专业助老机构提供助浴、助
洁、助安、助医、助餐专业助老志
愿服务， 联动各社工服务站、全
市助老志愿服务组织，动员社区
初老志愿者提供助行、 助聊、助
学、助乐的助老志愿服务，为市
内 1600 名社区困境实现微心愿。

组建多元艺术课堂
办好民生微实事

尤克里里、非洲鼓、口风琴
……这些不再是困境儿童奢侈
的梦。 在白云区，“童爱白云·筑
梦未来”白云区困境儿童多元梦
想课堂计划近日正式启动，困境
儿童将有机会接受专业志愿者
的训练，体验音乐的快乐。

据悉，推动困境儿童服务提
质扩面，是白云区民政系统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的其中一项重要
实践， 旨在联动艺术发展工作
者、热心困境儿童发展的社会组
织和企业组建“多元梦想课堂”
资源库，为辖内困境儿童提供线
上和线下艺术课程。

启动仪式后，太和镇社工服
务站为首批参与多元梦想课堂
计划的困境儿童派送乐器，10 多
名困境儿童正式开始尤克里里
学习的第一课。 据介绍，多元梦
想课堂计划将持续至 10 月，主
要为白云区东、中、西部镇（街）
的 150 名困境儿童，提供非洲鼓、
口风琴、美术、摄影等 60 节以上
的教学课程（含线上和线下），让
参与活动的每位困境儿童掌握
1-2 种艺术才能。

一年前，从化区温泉镇沙岗
村的黄叔迎来了一件喜事———
40 年来第一次在家里用上了卫
生间。 过去的 40 年里，他的屋子
内一直没卫生间，需要上厕所就
到离房子几十米远的一间简易
瓦顶茅房里，后来，连茅房也无
法使用，而在如愿行动挂上微心
愿不久后，卫生间，建成了。

在过去一年间，由从化区民
政局推动，从化区慈善会、从化
区志愿者协会联合打造，通过基
层社工和志愿者搜集困难群众
的微心愿， 发布在网络平台上，
心愿价值在 50 元到 3000 元之
间，由爱心人士捐款、捐物点亮
心愿的如愿行动温暖了一位又
一位困境人士的心。 而在今年，
如愿行动再次升级了。

“如愿行动”平台 2.0 版本
将升级为“党史教育+如愿行
动”平台，联动全区 100 个以上
党支部，发动 1000 名以上党员，
推动万众参与， 为群众办 1000
件以上实事，点燃党建引领乡村
多元共治的“红色引擎”。各级各
行业党组织和党员将通过“如愿
行动”众扶互助平台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把困难群众“微心
愿”一个个实现，让党建聚焦在
群众诉求上， 为党建引领社会、
服务社会、凝聚社会发挥了很好
的聚合作用。 （据善城广州）

� � 广州市社区公益微创投资助了各类公益项目在社区落地 （图为在京溪街开展的微创投资助项目活
动现场照片）

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从民生微项目到群众微心愿，广州各个地方掀起了一场场爱心
行动，涵盖科教文卫、济困、扶老、救助、助残、恤病、优抚、救灾等多个领域。

如今，广州社会各界正紧紧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12 字要求，大力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结合工作实际解决群众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而一系列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自然少不了公益慈善的身影。 据悉，今年，广州将继续
实施创建“慈善之城”提升计划，协助开展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活动，举办慈善惠民系列活动，实施“党建
强，慈善红”计划，助推慈善组织党建品牌打造，实现慈善组织党建有新提升；建立社区慈善协调机制、
联动机制，培育社区慈善主体，开展社区慈善活动，落实社区慈善惠民实效；开展寻找慈善家庭活动，
推进慈善空间设立，宣传慈善文化。

白云区启动“童爱白云·筑梦未来”白云区困境儿童多元梦想课堂计划

■ 苏小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