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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邮箱:zsyigongchang@163.com

“党建引领”+“公益服务”联动互助，
拓展社矫服务新模式

“张阿姨，这是你今天的午餐。今天身体感觉好些了吗……”

每周，小刘（化名）都会给独居长者张阿姨提供午餐等服务，并了

解张阿姨的身体状况和家居安全情况。其实小刘不是一名普通

的义工，他是沙溪司法所与心苑社工开展的“党群共建·助矫护

老”计划活动中的一名社矫义工。除了小刘，沙溪镇有30名社

矫义工，为社区独居或患病长者提供免费的午餐及慰问服务。

为促进社区服刑人员重拾社会责任感和自信，回归正常生

活。在沙溪司法所的工作指导下，2017年8月起，心苑社工通过

链接沙溪镇组办、沙溪社工委、沙溪镇流动党员管理服务中心等

单位部门，整合助矫义工、村居党代表，以及沙溪雨花斋餐厅的

免费送餐资源。以党员义工的先锋引领为先导，对社区服刑人

员进行了持续的帮、带、提、点工作；通过多方支持网络（司法工

作人员+社工+社区服刑人员+村党代表+社区义工），组成助矫

小组，为沙溪镇部分社区困难长者提供免费送餐、照料等恒常性

的慰问服务。该项目获得了沙溪镇红色创投第三期资金资助，

第五届“博爱100·益动沙溪”公益创投大赛沙溪镇子版块镇区

优胜项目的称号。

“去标签化”，将居家养老服务融入社矫工作
“其实我一开始参与助矫护老活动，是想着完成服务时数。

随着与长者的接触，他们越来越信任和依赖我，愿意把心事告诉

我。我也会把他们的需求反馈给社工，帮他们解决困难。以后

我也会继续当义工帮助他们。”参与了近一年的“助矫护老”服务

后，小刘分享他的感受。

社区矫正人员每月需要进行至少8小时的社区服务。为了

让社矫人员更主动积极地完成服务，沙溪司法社工通过“党群共

建·助矫护老”计划的开展，在服务过程中，通过将社区服刑人员

置于义工的角色，让他们通过自身的力量切实帮助到社区重点

关注群体，并获得服务对象及社区居民的认可及肯定。让社矫

人员感受到在服务当中的自我价值体现，对服务的安排从被动

到主动接受，发自内心的接纳和改变。同时也让社区重点关注

的长者获得更多的帮助与服务。

党员义工引领，传递正能量合力助矫
目前，“党群共建·助矫护老”计划项目已建立了15支助矫

小组，均由社区党员义工带领社矫义工开展服务。在服务过程

中，党员义工言传身教，探索形成基层党建对社区矫正社会力量

建设的强大支撑，构建社区矫正红色网格。让社矫人员通过“学

习+实践”，在服务中贯穿和践行敬老、孝义等优良传统文化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截至2018年8月，“党群共建·助矫护老”项目共开展各类

型活动28场次，共有3554人次的社区困难长者及居民在服务

中受益。项目的开展获得服务对象一致赞赏，服务满意率达

100%。并受到服务对象一致的赞赏，对项目的服务满意度达

100%。目前，心苑社工联动了沙溪镇的7个村居的村委民政干

部，借助持续的社区服务与帮扶，社区服刑人员与社区形成更加

良好的互动关系，他们的人际关系网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和修

复。接下来，在沙溪司法所的指导下，心苑社工将继续完善和深

化项目，扩大服务对象的覆盖度，将“社区矫正”与“公益服务”更

好地融合，促进社矫人员更好地归回社会。

广告

9月 8日下午，由中山市青
年企业家协会主办的“碧桂园凤
凰城杯”——2018首届全市青年
企业家篮球交流赛总决赛暨颁
奖仪式在沙溪体育馆落幕。本次
青企篮球赛历时 2个多月，进行
了近 60场比赛，参赛运动员达
280人。最终，西区青企协勇夺冠
军，亚军和季军则分别由南头青
企协和黄圃青企协获得。

团市委书记李凯航，团市委
副书记麦升涛，沙溪镇副镇长陈
岳荣，市青企协常务副会长黄经
胜、执行会长杨贤云，市青企协
秘书长雷霭毅出席并为获奖队
伍和个人颁奖。活动吸引了来自
全市各镇区的青年企业家代表
和社会各界近150多人观赛。

为汇聚全市青年企业家力
量，整合资源，促进非公有制经
济“两个健康”发展，现场还进行
了中山市青年企业家篮球俱乐
部和足球俱乐部成立授旗仪式。
中山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林
孟礼在颁奖礼时说：“通过篮球
交流赛的形式凝聚全市各级青

企协的力量，打造青年企业家互
助共享、发挥才华的体育交流平
台是中山青企协会务发展一次
全新的尝试，我们将继续秉承

‘创新、共享、担当’的发展理念，
引领我市广大青年企业家为新
时代中山改革发展新局面贡献
青春力量。” （徐钧钻 潘丽）

小榄将举办
社区花灯比赛

小榄镇东区社区公益服务中心本
周将举办“我们的传统节日——‘团圆
中秋·溢爱东区’亲子DIY‘批皮橙’（灯
笼，小榄方言）制作活动”。即日起到 9
月 14日可到社区居委会领取物料。定
时提交作品，活动将进行社区评选并颁
奖。

●提交作品时间：9月20日

●现场报名方式：到小榄镇东区社
区公益服务中心（东区大街112号）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明亮的灯光、高度适宜的桌
椅、收纳书籍的书架。这是家
长想要给孩子打造的学习空
间。但对于部分流动儿童及
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租住
在城中村或条件较差的出租
屋，孩子们用来学习的地方
五花八门，有的在饭桌上，有
的蜷缩在床铺的一角，有的
坐在地板上搭个简易的板
凳。近期，公益组织芊苗公益
准备为这些孩子打造一个占
地面积不大，却灯光和桌椅
都十分实用的学习角。

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初，
芊苗公益中心面向11户家庭
进行了“学习角”的入户安装
工作。把爱心人士捐赠的桌

椅、台灯、书架和图书送到孩
子家中，为本来没有合理学
习环境的家庭打造一个学习
的角落。“我终于可以不用坐
在地上，把凳子当桌子写作
业了。”租住在东区鳌岭社区
的小麦如是说。近期，志愿者
通过走访，准备惠及更多的
流动儿童。如果您有以下物
资可拨打 0760-88337926联
系芊苗公益中心。

爱心物资包括“适宜小
学阶段学生使用的简易学习
桌椅，六成新且体积小，不占
据太多居家空间；桌上台灯，
能正常使用；桌上书架，六成
新，款式简易最佳；字典及
其他小学阶段的课外读物，8
成新，教科书及期刊除外。

本报讯 (通讯员 马肇
勇 林浩良）市一中1990届学
生离开母校已二十八年了，
他们毕业多年，不忘师恩，定
期举办校友聚会，邀请母校
校长和任课老师参加。最近
举办的一次聚会上，师生促
膝交谈，学生祝福师长健康
长寿，夕阳更红。老师也勉励
学生敬业爱岗，保重身体。师
生畅谈，乐也融融。

此外，有一次校友会，考
虑到不少老师患有高血压等
慢性病，校友们还给每位到
会的退休教师赠送了电子血
压计。

三年前，热心公益、志同
道合的 1990届校友，自发组

织筹集资金，注册成立了中山
市友诚公益基金会。基金会的
宗旨为友诚、互助、感恩。致力
于向社会上需救助的人群提
供捐助；助教助学；按照捐赠
人的意愿开展公益性項目；资
助符合基金会章程和宗旨的
慈善公益性项目。

基金会成立以来，热心
公益事业。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慰问帮助社会上罹患重
疾或生活困难的家庭，给他
们送去慰问金，鼓励他们战
胜困难和疾病。二是资助生
活有困难的学生，三年来共
资助 18名学生，截至目前共
支出助学款 155504元，为他
们解决燃眉之急，使他们安

心学习，完成学业。三是每月
开展感恩公益活动，定期为
长者送上一份感恩与关怀，
倡导并弘扬感恩孝亲、尊老
敬老的传统美德。基金会还
吸引不少志愿者无偿服务，
他们参与基金会各项工作和
活动，利用业余时间慰问探
望患病、生活不便的老人，给
他们派发小礼物。

友诚基金会的公益活
动，获得老师和社会人士的
点赞和认可。这届学生人到
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有的
本人生活也并不宽裕，但他
们想到的是其他更需要帮助
的人，为他们送去温暖，表达
他们的爱心。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本报
3月26日报道了一则求助新闻，
从 2011年被中山蓝天家园持续
资助的一对山区姐妹因父亲脑
卒中辍学回乡照料，生活再次陷
入困境。近日，记者从中山蓝天
家园获悉，在中山日报与轻松筹
等平台发起的救助行动下，社会
各界热心捐助救治款约 11 万
元。今年 9月，中风父亲已送入
了当地的敬老院，辍学姐妹已先
后复学。

本报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关注。3月底的中山蓝天家

园的周年晚宴上，一农场主捐出
55只山地鸡为姐妹筹款。广东
狮子会的中山志愿者们也在当
晚向广西姐妹捐了 2万元。中山
的爱心人士先后筹款约 11 万
元，解决了她们一家的燃眉之
急。

除了春英和夏英就读大学，
弟弟妹妹们也分别就读高中、初
中。其中三姐秋英即将在明年面
临高考。为了让弟弟妹妹安心读
书，还有两年就大学毕业的大姐
二姐曾一度想辍学养家。“山区
教学资源匮乏，孩子急着赚钱养

家，能静下心读书成才的孩子并
不多。我们在同心镇助学以来，
只有 8名学生考上大学，春英一
家就占了两个。”读懂了姐妹们
的心思，中山蓝天家园的志愿者
们先后在今年 3月、5月驱车前
往广西，慰问了她们一家的情
况，为她们送去轮椅等辅具，也
鼓励姐妹俩坚持读书谋求更好
的出路。

志愿者“@种树人”李敬恩
告诉记者，5月探访时，陈柱锋
已出院，意识清楚，但语言表达
有障碍，半边身体不能活动。当

时姐弟们已经把父亲从房间搬
了出来，住在靠近门口的杂物房
里方便照顾。今年 8月中旬，志
愿者帮忙联系了藤县的养老院，
每月护理费约 2500元。按照目
前的善款使用情况，除去医疗费
用后余额约5万元，足以支撑20
个月，让姐妹们能继续上学。两
年后春英夏英陆续大学毕业参
加工作了。而志愿者将继续资助
5姐弟的学费与生活费用。“相
信在蓝天家园爱心人士的持续
资助下，姐弟妹们勤工俭学、自
强团结，这个家庭必定能一步步

摆脱困境，走向幸福。”李敬恩
说。

志愿服务专题培训班
周六举行

为了让志愿者得到更好的成长，中
山市社工协会接连举办了多场志愿服
务专题培训。这个周六，主办方邀请了
广州志愿者学院副院长、《青年探索》杂
志主编涂敏霞教授讲解《新时代志愿服
务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讲座时间：9月15日

●讲座地点：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
院B栋108室

●报名方式：关注“中山市社会治
理创新基地”并报名

本报记者 徐钧钻 整理

本报《跨省资助持续七年曙光初现厄运又临》引发社会关注，
中山爱心人士情系广西姐妹

志愿者爱心捐助 辍学姐妹已复学

首届青企篮球交流赛进行时

“碧桂园凤凰城杯”首届中山青企篮球赛落幕

球赛话情谊 奋进新时代

为流动儿童打造“学习角”

“芊苗”邀你捐文具
感恩师长 热心公益

友诚公益基金会成立三年来，发放助学款15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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