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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公益扫描

虽然今年才满15岁，但重庆求
精中学高一年级的谢乐贝迪同学已
做了志愿者10年。谢乐贝迪不无
自豪地说，这全靠自己的妈妈。

为了充实自己，也为了言
传身教

李瑛因所供职的商场破产下
岗，32岁的她有了小孩后，便成了在
家带孩子的全职妈妈。

一天，李瑛在报纸上看到重庆
市慈善总会招募志愿者的消息，毫
不犹豫就写信报了名。她在信中
说，作为全职妈妈，她不希望和社会

隔绝，参与一些公益事务反而感到
很充实，还可以给孩子言传身教，做
榜样。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带着
儿子到解放碑参加志愿者活动，当
时好多人都是把钱包里一沓一沓的
钱拿出来捐。”李瑛说，5岁儿子个头
小，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坚持举着募
捐箱，向周围的人募集善款，媒体记
者拍下的那张谢乐贝迪的照片，感
染了无数的人。自此，李瑛和儿子
正式走上了志愿者的道路。

这些年来，李瑛参加不少慈善
活动，活动中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
的好朋友，也建立起自己的社交
圈。大家多次为江津、荣昌、铜梁等
地的乡村小学贫困儿童送书，送棉
袄，送手套。“志愿者们有车出车，有
钱出钱，结伴而行，送去爱心，顺便
旅游。”李瑛告诉记者，除了参加一
些不定期的慈善活动外，现在做得
最多的就是清理募捐箱的善款。

“市慈善总会在重庆的轨道一
号线、酒店、银行和各大商场等公共
场所，设立了1000多个募捐箱，方
便市民进行捐赠，但要清理这些募
捐箱，却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李
瑛说。

最大的报酬就是孩子能获
得正能量

志愿者最忙的时候通常干什
么？10月9日下午，李瑛提着一个
大大的尼龙口袋给记者看，“这是我
们用来装捐款箱里的零钞用的。”李
瑛说，这些捐款箱的善款收取、清点

以及入行等等工作都是由志愿者
做，“这些零钞收集后我们要现场一
一清点，并把金额报送给募捐箱的
管护单位。”

“每个月必须对募捐箱清理一
到两次，清理时必须两人以上同时
在场。”李瑛说，今年9月初轨道小什
字站两个募捐箱满了，按程序，小什
字站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了市慈善
总会，然后慈善总会打电话通知我
前去清箱，我必须先到位于观音桥
的慈善总会开介绍信，拿钥匙，办好
相关手续，再赶到现场，与相关负责
人进行交接后，才能开始清理募捐
箱。

清理募捐箱需要两三个小时，
需要仔细和耐心。“一般1角硬币最
多，其次是5角和1元的纸币和硬
币，10元以上的比较少。”李瑛说，前
不久她带着儿子和另外几名志愿者
去清理重庆书城附近的一个募捐
箱，上午10点多钟去，数到下午4点
多，连中午饭都没来得及吃。“仅1毛
的硬币就有8000多枚，全部要10
个一组包好，方便银行工作人员清
点。”

但李瑛认为，你越是认真地把
一件好事做好，就越能享受做好事
带来的快乐。虽然没有报酬，但父
母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孩子能获得

正能量，就是最大的报酬。
“现在，儿子谢乐贝迪在学校也

是小有名气的志愿者，对当年举箱
募捐的情形记忆犹新，还经常拉着
同学一块去看望孤寡老人和残疾的
孩子，有时候去帮着妈妈清理募捐
箱。”李瑛说，今年暑假，轨道石油路
站清箱，他便组织了十几个同学，一
块帮妈妈数钱，人多力量大，一会功
夫就数完了，工作效率大增。

到银行存善款，陌生人对
她鞠躬表敬意

通常情况下，这些零钞将统一

由李瑛带去市慈善总会的慈善捐款
开户银行。而存入善款都在“对公
业务”窗口办理，银行工作人员会再
进行一次清理，确认数额。

李瑛告诉记者，由于零钱太
多，清点并找出假钞、烂钞，银行工
作人员还会花费三个多小时，而排
队等候办理业务的客户大都是单
位会计、出纳，不理解为什么会占
用这么长时间，有些客户对此不
满，认为李瑛这种“客户”太麻烦，
但当他们知道真相后，却对李瑛刮
目相看。

记得6年前的一个下午，大概四
五点钟，李瑛在大溪沟交通银行入
账，有个客户在焦急等待中得知李
瑛存入的是大家募捐的善款，便详
细地询问这些善款如何收集，如何
使用。

李瑛告诉她，这些善款清点入
行之后，第二天将及时在网上公布
数额。这样捐款箱管护单位也能将
志愿者清点金额与公布数额进行核
对。另外这些善款用在哪里了，比
如助学、救济患儿等等，都会注明善
款的使用去向。“她突然当着许多人
的面，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李瑛
说，当时这位女士边鞠躬边说，一定
要接受我的鞠躬。这一幕让李瑛至
今难忘，“我觉得做一个志愿者，真
的很光荣”！

慈善是什么，在李瑛心里，慈善
就是心情愉快地为别人做点事。

当记者采访完毕驱车离开时，
李瑛从家里传来微信：“刚刚，慈善
总会发来了清理募捐箱的通知，地
点：解放碑王府井百货。”看来她又
得忙活一天了……

带着儿子做公益的全职妈妈李瑛
本报记者 吴星翰

本报讯 （记者 余虎）10
月25-26日，由中国国际民间组
织合作促进会主办的政府购买
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重庆交流
会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
获悉，重庆社会组织数量位列全
国第二，仅次于上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公共
政策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社
会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蔡礼强教授在交流会上
说，五年来，社会组织年均数量
增长超过前十年的增长量。据
统计，2017年达到80.3万个。

但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一是区域

不平衡，华东地区无论数量还是
增速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二是城
乡不平衡，各地社会组织主要分
布于城市地区。

数据显示，重庆有社会组织
1.62万个，位列全国社会组织数

量前十城市(2017年）第二名，仅
次于上海。

作为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和
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
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机
遇，将在服务城乡基层社区、“一

带一路”建设中大有作为。蔡礼
强建议，政府和社会组织必须双
向发力、协同行动。政府要把社
会组织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并进行顶层设计，构建一整套
完备的政策体系，社会组织要主
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势和经济社会
发展大潮，把自己定位为建设者、
促进者、贡献者、推动者，作为一
支建设性力量，展现新作为。

重庆社会组织数量位列全国第二

铜梁、涪陵、北碚、酉阳、
彭水、垫江、开州、城口……今
年以来，“福彩有爱·授人以
渔”重庆福彩资助优秀职教学
生公益助匠活动（以下简称

“重庆福彩公益助匠活动”）已
先后走进了我市8所中职院
校，为800名优秀的贫困学子
送去资助金。

酉阳职教中心的贫困学
子小姚说，在她最需要帮助的
时候，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带着
一份沉甸甸的爱走来，让她又
一次点燃了理想的火炬、鼓起
了前进的风帆。

爱的足迹遍布16
个区县

从2015年起，市福彩中
心就联合重庆市职业教育学
会等共同组织实施了重庆福
彩公益助匠活动。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希望我们的活
动能够唤起更多的社会爱心
人士关注职业教育、关心职教
学子。”市福彩中心负责人表
示，公益助匠活动通过“助人
自助”的帮扶方式，目的在于
帮助贫困家庭的高（中）职学
生更好地完成学业，真正学到
一技之长。

资助对象为在渝高（中）
职院校的特困家庭在读优秀
学生，学生在其专业技能成绩
优秀，荣获市级及以上奖项者

优先。
经申报、审核、公示等环

节，市福彩中心在市慈善总会
的监督、见证下，将资助金直
接发给受资助人。

据市福彩中心统计，截至
2017年共使用福彩专项公益
金500万元，向16个区县（自
治县）的30所高（中）职院校
的3000名贫困家庭学生进行
了资助。

公益金拓宽贫困
学子逐梦之路

金在余是开州职教中心
幼师专业的一名学生，因为专
业能力比较强，目前担任专业

部主席。
对幼教专业来说，除了学

好文化知识，专业技能也必不
可少。因为没有钢琴基础，金
在余在进校的一年多时间里，
几乎每天都会到琴房练习。

“选择幼教专业本就因为自己
喜欢，所以一遇到困难，我想
的就是怎样去克服它。”

金在余说，刚领到的福彩公
益金她会存起来，凑够钱后买一
台属于自己的钢琴。“这样，我就
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练习，期
待琴技也会突飞猛进。”

徐江玲来自垫江职教中
心会计专业2017级8班，专业
成绩不错的她正在备战高
考。徐江玲说，为考上理想的

学校，她已经开始疯狂突击英
语。背单词、学语法，只要能
想到的办法，她都用上了。“这
次收到福彩公益金，除了用作
生活费外，还打算拿出一部分
来购买英语练习册。”

今年将继续资助
2000名职教贫困学子

今年，重庆福彩公益助匠
活动将继续践行“助人自助”
的公益理念，走进5所高职院
校、15所中职院校，对2000名
职教贫困学子给予资助，资助
金额250万元。资助标准为：
15所中职院校的1500名在校
贫困家庭学生，每人一次性资

助 1000 元；5所高职院校的
500名在校贫困家庭学生，每
人一次性资助2000元。

市福彩中心介绍，每到一
所学校，他们都将开设“创新
创业、传承传播”福彩公益大
讲堂，邀请双创讲师、传统剧
目名师、金融专家等相关行业
的技能型领军人才与同学们
分享自己的工匠之路，讲授技
能学习和传承，与同学们共同
铸造工匠精神。

重庆市职业教育学会负
责人李光旭表示，重庆福彩公
益助匠活动不仅为品学兼优
的贫困学子解决了当下的困
难，也切实为培养更多的大国
工匠给予了助力。

人物名片

▶
做公益慈善一定要轰轰

烈烈？其实萤火之光也能照
亮一方天空！在重庆就有这
么一群人，他们像一只只萤火
虫般闪耀着自己的光亮。

李瑛，全职妈妈，也是慈
善志愿者，从2008年开始，她
便带着儿子做慈善，如今正好
10 个年头。李瑛说，自己和
儿子的愿望很单纯——把慈
善坚持做下去！

慈善
就是心情愉
快地为别人
做点事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近日，大渡口团区委、
区文明办联合重庆蜜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

“青蜜绿色行·助力河长制”环保骑行公益活动。
在环保骑行公益活动中，青年志愿者们骑着共

享单车，沿滨江路捡拾沿途垃圾，并向路人宣传“保
护母亲河”理念。

“这是共享单车助力环保事业的一次尝试。”重
庆蜜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刚在
大渡口区投放700辆“小蜜单车”，预计下一步还将
增加1000辆。为宣传绿色出行理念、助力环保事
业，他们拟与大渡口区有关部门合作，为河长、环卫
工、青年志愿者等实行共享单车“政务版收费”，价
格为普通收费的一半或更少。

大渡口区环保事业
获共享单车助力

■10月25日-26日，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
促进会主办，重庆市青年社会组织联席会、重庆市
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工发展协会承办的政府购
买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重庆交流会举行，来自甘
肃、江苏、湖南、黑龙江、陕西等地的相关机构负责
人围绕“社会组织发展”“政府购买服务的有效性”

“社区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等主题进行
深入探讨交流。

■10月26日，大渡口区八桥镇联合41家企业
在半岛逸景公租房举办公益招聘会，圆公租房居民

“就业梦”。这场公益招聘会吸引了近千名求职者
参与，现场共有300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0月26日，渝北区两路街道临港社区联合
渝北区委统战部机关党支部开展“洁净家园、扮靓
临港”党员公益志愿活动。党员志愿者们对居民住
宅区内院坝、道路的白色垃圾、落叶、杂草等进行集
中清扫、铲除，用实际行动美化家园。

■10月27日，两江新区礼嘉街道嘉和社区联
合上善青少年安全教育发展中心志愿者，开展了

“十万火急——水果贸易公司运作体验”，用轻松、
愉快的体验游戏为社区200余名居民进行了财商
提升服务。

■10月29日，渝北区龙溪街道龙湖社区党委
携手重庆迪邦皮肤病医院非公党支部，在新牌坊桂
湖公园举行“情系革命老区·致敬国家卫士”关爱老
兵义诊暨走访慰问老兵公益活动。

■10月30日，“善的力量”2018重庆公益慈善
文化展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交流会在观音桥举
行。活动揭晓了“重庆年度十大影响力公益人物”

“重庆年度十大影响力公益项目”“重庆年度十大影
响力公益机构”“重庆年度十大影响力公益企业”

“重庆年度公益影响力特别贡献奖”等奖项，共有
42个组织、项目、人物、企业获奖。

■10月30日，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组织多名
志愿者来到重庆市天爱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看望
那里的自闭症儿童，并为他们进行爱心捐赠，送去
秋日的温暖。

▲今年八月暑假，谢乐贝迪帮着母亲在轨道一号线整理募捐
箱。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只有五岁的谢乐贝迪在解放碑
双手举起募捐箱向众人筹集赈灾善款，成为了当时年龄最小的志
愿者。 （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助力培养更多大国工匠

重庆福彩公益助匠活动
今年将资助2000名职教贫困学子

本报记者 张莎

▲贫困学子填写福彩公益助匠
活动报名表。

◀重庆福彩公益助匠活动向贫
困学子发放助学金。

（市福彩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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