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期，荥阳市豫龙镇
持续开展慈善活动，营造慈善氛
围，倡导社会各界慷慨解囊、扶危
济困，用爱心播撒阳光，以真情传
递关怀，让孤寡老人得以安度晚
年，使困境学子能够安心读书，令
贫困家庭燃起生活希望，慈善事
业蓬勃发展。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以来，豫龙镇涌现出了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故事。2月份，兴国寺
村委来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位
老人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塑料
袋，步履蹒跚地走到村干部身边，
从袋子里掏出了一沓“百元大
钞”。他就是兴国寺村 77岁高龄
的老党员张国顺。张国顺说：“我
年龄也大了，不能为村委会和老百
姓做什么贡献，这是我作为一名老
党员的一点心意。”

3月 3日上午，一个身影出现
在豫龙镇政府楼前，寒风中，他一
箱一箱地来回搬着一些物资，他
就是翟寨村村民邢晓帅。邢晓帅
对前来对接的镇疫情防控指挥部
联络员蒋红星说：“我采购了 300
斤 84消毒液、800个口罩、2箱医
用酒精、12箱方便面、20箱矿泉
水，想尽些绵薄之力，给各个卡点
带来一份温暖。”

豫龙镇丰富形式，凝聚社会
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爱心群
众的力量，开展了“关爱困境儿
童”“走访帮扶孤儿”“救助残疾
人、两癌母亲、困难大学生”等慈

善活动，先后联合荥阳慈善总
会、荥阳二院为 2名孤儿、2名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了“爱心通
知单”，孩子可以拿着这个“爱心
通知单”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到荥
阳二院享受价值 400元的免费
体检套餐；为 42名困难大学生
申请镇财政支出近 7万元“金秋
助学”金，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
大学梦想；为 50名临时救助、大
病救助对象申请慈善总会大病
救助金和镇政府救助款合计 18
万余元。

在“不忘初心系群众、圆梦心
愿暖万家”点亮微心愿活动中，豫
龙镇从“日行一善”的公益理念开
始，共满足辖区内 79名困难学
生、孤寡老人及残障人士等困难
群体的微小心愿，让这 79名困难
群众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社会的

温暖。在“99公益日”，豫龙镇以
“全城积善、温暖荥阳”为契机，以
“积小善、成大爱”为主题，组织辖
区内各村（社区）、各企业在腾讯
公益平台上共计筹款 22万元。
10月 12日，豫龙镇以“荥阳市全
民慈善日”为契机，以“伸出友爱
之手、奉献无限爱心”为主题，向
社会各界发出倡议，在全镇机关、
村（社区）和企业中募集善款 100
万元存入荥阳市慈善总会账户用
于发展慈善事业。

豫龙镇建立了 28个行政村、
3个社区的慈善工作站，实现了慈
善工作站全覆盖，并打造了毛寨
村慈善工作站示范点，2015年毛
寨村被评为“郑州市慈善工作先
进村”。
荥阳时报 朱培远
通讯员 石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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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关注民生、扶贫济困
是慈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近年来，荥阳市高村乡慈善工作坚
持以“乐善好施、扶贫济困”为宗
旨，发挥慈善典型的带头作用，激
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
在服务和帮扶困难群体的工作中
积极创新，不断加大服务困难群体
的力度。

高村乡高村村陈某洁从小被
养父陈辉抱养，陈辉听力一级残
疾，无劳动能力，堂妹陈某熙的父
亲陈保军听力一级残疾，母亲智
障，生下陈某熙之后走失。两姐妹
现在父亲均无劳动能力，和家里70
多岁的爷爷相依为命。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高村乡民政部门在
走访困境儿童学习情况时，发现家
里没有网络，两个孩子没法学
习。通过走访调查，孩子还有个
姑姑，他们和高村村干部赶往姑
姑家，协商两个孩子的学习问
题。姑姑同意把两个孩子接回家
中照顾，现在已为两姐妹申请了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2020年
2月，他们到陈家走访，专门为其
送去口罩、学习用品和生活用
品。6月为陈某洁申请了慈善助
学补助金 1000元，8月带领两姐妹
参加研学公益夏令营活动。

高村乡幸福园居住着 16位老
人，每年的中秋节、春节，高村乡
党委书记张光明、乡长马智慧都
会到幸福园慰问这些老人。杜常
村的孤寡老人杜合生双目失明，

生活不能自理。高村乡民政部门
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由村干部
出面协调，村支书带着杜合生跑
着做检查、体检、办手续，顺利入
住幸福园。

这类充满爱心之事在高村乡
还有很多，比如常年每天为村里
70岁以上老人免费提供牛奶的段
显昌、每年参加慈善捐款的爱心

企业……正是有了这么多人的善
举，才汇成了人间大爱。今年 8月
份举办“金秋助学”活动，由爱心企
业筹款，为 36名应届优秀大学生
发放助学金 5.2万元；9月份又为
53 名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发放
14267元的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岳晓翠 文/图

与慈善同行 与幸福相伴 暖心有爱荥阳更美

本报讯 10月 12日，荥阳市
城关乡以始终秉承的慈意善举、
坚持不懈的扶危济困赢得了荥阳
市第六届慈善工作“突出贡献奖”
的殊荣，而这称号的背后凝聚的
是爱心，更是真情。

危急关头更显真情。家住城
关乡洪界村的张真真（化名）本
来有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庭，
2016年 7月，她被查出罹患白血
病，性格坚毅的她不想麻烦政
府，家里亲戚朋友借了个遍，勉
强维持着手术和医药费用。
2019年 11月，乡工作人员通过
群众了解到她的情况,上门探望
慰问，彼时，她正陷入急需做透
析却凑不齐两万块医药费的窘
境。工作人员当即向乡里反
映，乡里给的答复是：特事特办
由专人为她立刻安排救急慈善
款审批。第二天，张真真顺利
到定点医院做了透析，解了燃
眉之急。为了持续关注她的境
况，城关乡将她列入重点关注
人群名单，由包村干部、村两委
定期关注她的生活情况。2020
年 8月她再次因病住院，城关乡
又为她住院审批了慈善临时救
助 2000元。像张真真这样在危
急时刻得到党和政府关怀的还
有很多，据统计，仅 2020年前三
季度，该乡就有 34名困难群众
收到因病慈善救助，累计审批慈
善救助款 10余万元。

大难来时更见人心。面对汹

汹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城关乡
社会各界纷纷挺身而出，用实际
行动彰显着“大爱无疆、真情永
在”。桃李村志愿者组成义务生
活用品采购服务队，连续数月免
费贴工贴力为居家群众采购配送
生活物资；皋寨村两委自掏腰包
购买了 740斤汤圆，挨家挨户为
群众送温暖；西史村郑州信基公
司为群众捐赠速冻饺子等 6000
公斤；大庙村干部为群众捐赠鸡
蛋 1254斤……在全乡上下捐款
款物、出资出力下，爱心不断汇
聚，众志铸就长城，为抗疫的阶段
性胜利注入了巨大力量。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
多年以来，城关乡党委、政府一直
秉承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
涓细流汇成大河”的慈善宗旨，从
党政领导到机关、村组干部，从普
通村民到企业商户，都以慈善义
举为荣，全方位持续力行着助学

帮困、关爱困难群众的善举。今
年“六一”儿童节，乡党委书记司
红辉、乡长王遂斌先后入户看望
了辖区 4名孤儿，为他们送上书
包文具和 1000元慈善捐款，并反
复嘱托监护人和村委干部要关爱
孩子的学习生活，确保孩子健康
幸福成长。10月 12日，城关乡发
出“接力慈善捐款、传递爱心正能
量”的倡议，位于该乡辖区的河南
兴安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率先
捐出 20万元善款，助力全市慈善
事业。而今年已经是该企业连续
捐出 20 万元慈善资金的第三
年。截至10月13日，该乡通过多
个分会场共募集爱心善款 140余
万元。可贵的是，更多的捐款还
在陆续汇入荥阳市慈善账户，它
们终将化作一股股暖流注入困难
群众的心里。
荥阳时报 邓浩浩
通讯员 禹海珍 文/图

本报讯 在今年10月12日举
行的 2020年“荥阳全民慈善日”
捐赠仪式暨第六届“荥阳慈善奖”
表彰会议上，禾田集志愿者服务
队获得“优秀志愿服务团队”荣誉
称号，仪式现场禾田集党支部还
捐赠爱心款 2万元用于支持荥阳
慈善事业。

禾田集教育培训学校是一家
教育培训机构，在校长邢红光的
带领下，他们成立了“禾田集志

愿者服务队”。多年来，禾田集
志愿者服务队积极参与各类慈
善活动。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荥阳
慈善总会都会如期开展两个慈善
品牌项目——“禾田润春苗 阳光
暖童心”爱心义卖、“慈善文化大
赛”，为荥阳的孩子们倾力打造奉
献爱心、展示才艺的公益平台，禾
田集已经连续 6年作为承办单位
积极参与、精心组织。

学校每年都会给贫困生提供
免费就读的机会，并且捐款资助
贫困生上学。今年的慈善微心愿
中，邢红光第一时间认领微心愿，
为贾峪镇的一年级困境儿童阳阳
送去“慈善微心愿礼物”——整套
学习用品。每年的“春苗圆梦”计
划禾田集志愿者服务队的老师们
也是全体上阵，积极为活动提供
支持。在关爱老人方面，每年的
端午节和重阳节，禾田集志愿者
服务队都会组织全体教师对老人
进行慰问。除此之外，在 2019年
和 2020年“荥阳全民慈善日”活
动中，禾田集党支部分别捐赠 3
万元和2万元。

在禾田集志愿者服务队成
立的这几年里，志愿总服务时长
1000多小时，参与志愿者近千人
次。邢红光说：“做教育，为师
者要有爱心，才能把正能量带
给学生。”
荥阳时报 朱培远
通讯员 马滢璐 文/图

本报讯“我是一名荥善志愿
者！”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芮坤总
会加上这个身份，“我觉得参加志
愿活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快乐
的事情。”

芮坤是花儿朵朵艺术培训学

校的负责人，也是“花儿朵朵慈善
工作站”的站长，“我希望发挥自
身的优势，为全市的慈善工作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芮坤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帮助
别人，也总是积极参与各种帮扶

活动，在每一年的“慈善微心愿”
活动中，她每次都是热心报名认
领。去年的“微心愿”征集活动
中，她认领的是一个小女孩小晴
的微心愿——一条漂亮的裙子。
她自己也有一个女儿，平时经常
给女儿买衣服，喜欢把孩子打扮
得漂漂亮亮，看到小晴的心愿后，
就决定给孩子买件裙子。后来想
想，觉得买的不够，就又买了 4条
裙子，想让孩子每天都有一条不
一样的裙子。今年她又认领了一
个小女孩想要课外书的微心愿，
她就成套地给孩子购买送去。

多年来参加慈善活动，芮坤
也把参与慈善作为自己生活工
作的一部分。今年夏天，她联合
多家爱心机构举办了艺术公益
夏令营，让困境儿童参加艺术课
程，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积极性
与融入感，更好地促进他们的健
康成长。
荥阳时报 邓浩
通讯员 王佳 文/图

本报讯 禹书萍是荥阳市索河
街道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荥阳
慈善志愿者，近年来，多次参加荥
阳慈善活动，自己也曾组织、承办
过多次公益活动，是荥阳慈善事
业、文化的积极参与者和传播者。

2017年中秋节前，由荥阳慈
善总会举办的“中秋微心愿”活动
令禹书萍记忆犹新。她领取到的

是一个刚上高一的女孩儿的心
愿，女孩儿的心愿是一辆自行
车。想到她已经高一了，禹书萍
便到捷安特自行车专卖店给她买
了一辆自行车，在中秋节前给女
孩儿送过去了。从送那辆自行车
开始，禹书萍便经常和朋友一起
去看望女孩儿一家。每逢节日，
禹书萍还会给女孩儿送去节令礼

物和慰问金。如今，女孩儿已经
考上大学。

禹书萍除了参加慈善总会组
织的多种活动外，还多次组织公益
慈善活动：在 2018年荥阳慈善总
会“慈善十年、感恩有你”系列活
动中，禹书萍等志愿者组织了 400
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载歌载舞以快
闪的形式庆祝慈善活动十周年；
组织“关爱困境儿童、助力春苗圆
梦”系列快闪活动；“六一”为困境
儿童送“微心愿”礼物；端午节组
织为城关乡李克寨村五保户老人
送戏曲节目；暑期为困境儿童普及
“防溺亡”安全救助活动……

今年禹书萍获得荥阳第六
届慈善奖，大红的绶带戴在身上
让她感觉到无比荣光。“慈善是
越做越想做的一项事业，在参与
的过程中，看到老人和孩子们发
自内心的笑容就特别欣慰。”禹
书萍说。
荥阳时报 朱培远
通讯员 梁艳 文/图

豫龙镇
用爱心播撒阳光 以真情传递关怀

城关乡
汇聚慈善涓流 成就大爱无疆

高村乡
乐善好施 扶贫济困

禾田集志愿服务队
为师者有爱心 把正能量带给学生

芮坤
保持温暖与善良 传递善与爱

禹书萍
与慈善同行 人生更幸福

老党员献爱心

李克寨村村民捐献防疫物资

在中秋节前慰问老人

组织困境儿童开展防溺水知识培训

举办爱心活动助力孩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