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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伊始，福建省福
清市江阴镇家家户户张灯结
彩，鞭炮声不绝于耳。

福清是著名侨乡， 许多人
远赴南非、阿根廷等地经商，有
的人长达十年都漂泊在外，留
守乡村的孩子一般由爷爷奶奶
照顾，只能在周末时与“屏幕里
的爸爸妈妈”聊上几句。

几家过大年， 几家盼团
圆，返乡的人群里，一些孩子
仍然没有等到自己的父母。

林祺航的父母在阿根廷工
作，已多年没有回国。 2021年，
在当地民政局、 团委和镇政府
的支持下， 福州市小桔灯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正式入驻江阴
镇，开展“福蕾行动计划”关爱困
境儿童服务项目， 包括林祺航
在内的 128名留守和困境儿童
被列入关爱帮扶对象。

18 日，12 岁的林祺航早
早换上新衣，福州市小桔灯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们为
他带来了新年礼物。 平日里沉
默寡言的林祺航搬来凳子，一
把接过社工姐姐手中的春联，
将“福”字贴到门上。 一旁，弟
弟早已接过炮仗和零食，玩得
不亦乐乎。

“放烟花咯！ ”在社工的带
领下，留守儿童们迫不及待地
来到小院，拿出刚从镇集市上
买到的烟花， 小心翼翼地点
燃、跑开，捂起耳朵，串串烟火
腾空而起，如花绽放，绚烂的
光影让孩子们的脸上绽放出
笑容。

“我们一起许下新年愿
望。 ”社工和孩子们闭上眼睛，
举起双手，摆在胸前，对着烟
花许下了美好的愿望。

这个寒假，林祺航有一个
小心愿， 他希望自己学好英
语，早日和父母团聚。 近日，在
社工机构的牵线下，福建师范

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池春梅
成了他的辅导老师。 平日里，
通过手机屏幕，林祺航可以跟
着老师学习英语单词，完成寒
假作业。

社工林秀娟还记得去年
春天初次和林祺航见面的情
形， 他怯生生地躲在爷爷身
后，双眼四处躲闪，除了点头
摇头， 几乎看不到任何动作。

“就像包裹在厚厚的壳里。 ”林
秀娟说，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
边，许多留守儿童会逐渐变得
沉默自闭。

临近正午，家家户户升起
炊烟，社工和孩子们围坐一桌
包起饺子，升腾的热气映照着
每个孩子的笑脸。“我们希望，
虽然父母不在身边，这些孩子
依然能感受到温暖。 ”福州市
小桔灯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
责人张慧玲说。

（据新华社）

“留守娃娃”的温暖春节

“真是太谢谢你
们，又来看我了。 原
先还发愁怎么置办
年货，这下好啦！ 连
卫生都帮我打扫了，
辛苦你们了！ ”河北
省赞皇县五里庄村
的李大娘拉着志愿
者的手高兴地说道。

春节期间，河北
慈善联合基金会联
合省内各市（含辛集
市、定州市）、雄安新
区的社区、社会组织
和爱心企业等共同
开展“冀益携手 新
春送福”公益大篷车
春节慰问主题活动。
此次活动将捐赠总价值约
2065 万元的物资和善款，预计
惠及 2.5 万余人次。

据介绍，河北慈善联合基
金会于 2021 年 5 月发起“公
益大篷车” 五社联动公益项
目，倡导社区居民通过“时光
公益”平台储存志愿服务时间
和定向捐赠闲置物资，以置换
爱心回礼的模式常态化参与
志愿服务和社区治理，共建公

益生态型社区。
此前，“公益大篷车”活动

已联合河北省内 40 余家社会
组织以及爱心医院、 学校、企
业等 77 家社会慈善资源参
与， 在 320 余个社区开展了
370 余场活动， 项目累计支出
559.67 万元， 累计惠及 36 万
余人。

据了解，除了日常在社区
开展倡导活动，“公益大篷

车”活动也会在中秋、重阳、春
节等节日期间联动各地一线
组织开展主题活动，对当地困
境群体进行慰问与关爱。此次
活动将携手 62 支一线志愿者
队伍，在春节期间送去新年礼
包和祝福， 同时以扫卫生、剪
头发、贴春联、唠家常等形式
进行慰问互动，以慈善的力量
营造欢乐、祥和、温暖的新春
氛围。 （皮磊）

捐赠款物约 2065万元！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开展“公益大篷车”
春节慰问活动

2023 年春节前夕， 一场特殊
的公益行活动走进了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普格县大槽乡中心小
学。此次公益行以美育为主题，以
音乐为载体， 孩子们脸上洋溢的
自信和眼中散发的光芒， 不仅让
人感受到了音乐的美好， 更让人
看到爱与善的力量。

据介绍，这是由河北卫视《我
中国少年》栏目组发起的“从新出
发‘音’你而美”音乐美育公益行
活动， 主角是一群生长于大凉山
深处的女孩。她们从小喜爱唱歌，
但羞于表达。 在音乐老师吉布小
龙的帮助下， 她们组成了一支名
为“妞妞”的合唱团。

无论是大凉山的一草一木，
还是生活中的细碎点滴， 或是孩
子们童年的经历， 都成了吉布小
龙的创作灵感。截至目前，他已经
为合唱团写了 10 余首歌。这些歌
就像一把钥匙， 打开了大山女孩
们的内心， 让她们逐渐变得自信
开朗起来。从此，妞妞合唱团天籁
般的声音便多次飞出大凉山，登
上更广阔的舞台。

为了助力“妞妞” 们健康成
长，实现音乐梦想，多家企业也积
极参与，让爱心聚集。大山里的彝

族歌谣给人们带去了美好感受；
而大众善意的汇聚， 又让孩子们
对未来有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大槽乡中心小学校长禄智茂
在欢迎仪式上说，“非常感谢河北
卫视发起的这次公益行， 也感谢
所有参与爱心助力的企业和个
人。 公益行给孩子们带来的不仅
仅是物质上的帮助， 更是一种信
念、 一种促进我们继续前行走出
大山的动力。 孩子们一定会更加
刻苦学习，用心唱歌，用优异的成
绩回报大家的善举， 把我们彝族
的歌谣、 大山里的歌声带到山外
面的世界，唱给更多人听。 ”

吉布小龙表示， 公益的力
量是一种良性循环， 是一种爱
与爱的传递。“妞妞”们也会通
过自己的努力去回报那些对她
们好的人， 在别人需要帮助的
时候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
把爱心传递。

据悉， 河北卫视《我中国少
年》“从新出发‘音’你而美”公益
行还将走进全国更多中小学，践
行责任媒体的使命担当， 成为连
接孩子们与公共善意的纽带，汇
聚公益力量， 为孩子们的音乐梦
想插上翅膀。 （皮磊）

河北卫视《我中国少年》音乐
美育公益行走进四川凉山

编者按：2023年春节前夕，全国多地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慰问活动。 其中，以基金会、社工机构及企业等为代表的社会爱心力量充分发挥链接
优势，发动社区、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参与，对留守儿童、困境群体及农村孤寡老人等开展精准走访慰问。 同时，通过常态化的公益项目和公益倡导，他们
在走访慰问过程中积极传播公益慈善力量，使公益慈善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自觉的行为习惯。

2023 年春节前夕， 万达集团
联合中国慈善联合会、腾讯公益、
腾讯广告等机构，共同推出“开年
行善，晒出你的小红花”大型公益
主题活动， 公众可以通过微信朋
友圈或 473 座万达广场线下扫码
参与此项活动。

以行善开启新年， 以小善汇
聚大爱。通过公益知识问答、捐赠
微信步数、春节零花钱，在微信上
领取象征爱心善意的小红花，用
户可以帮助困境乡村儿童， 关爱
孤寡老人，拯救非遗文化。

据介绍，“开年行善” 是中国
慈善联合会于 2019 年发起、2020
年正式实施， 由部分公益慈善组
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公
益慈善活动。 活动旨在于“元旦”
与“春节”两节之际，倡导、动员社
会大众积极参与， 在开年之初自
愿、随时随地行善举，做善事献爱
心， 使公益慈善融入人们的日常
生活，成为自觉的行为习惯。

“开年行善”所倡导的公益理

念与万达集团一直坚持的“共创
财富，公益社会”的企业使命高度
契合。万达集团多年来秉持“人人
公益”理念，倡导所有员工每人每
年至少做一次义工。

2022 年， 万达集团积极响应
中国慈善联合会号召，以“助力乡
村振兴” 为主题参与到“开年行
善”活动中来,号召社会爱心人士
捐出春节红包零钱， 帮助贵州省
丹寨县喜欢音乐的孩子们购买一
支排牙村的芦笙， 实现他们的音
乐梦想，助力排牙村乡村振兴。据
统计， 共有 40121 名爱心人士献
出爱心，筹集善款 123 万元。

2023 年春节， 万达集团再次
携手中国慈善联合会， 联合腾讯
公益、 腾讯广告共同推出万达定
制版开年行善———晒出你的小红
花， 旨在倡导社会各界和广大民
众在新春之际以善为始， 从我做
起，随时随地做善事，献爱心，营
造一个全民行善、 温暖祥和的社
会氛围。 （徐辉）

万达联合多方开展“开年行善”
大型公益主题活动
倡导公益慈善融入日常生活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公益大篷车春节慰问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