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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 >>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宁党保）近日，益阳市人民政府

召开“为中国而教”志愿者代表

座谈会，副市长黄东红赞扬了他

们的志愿奉献精神，并表示为志

愿者们解决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一

些实际问题。自 2014 年 8 月起，

先后有 64 位“为中国而教” 志

愿者到益阳市安化县任教。

据了解，“为中国而教”是一

家在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的

非盈利性机构，创始于 2008 年，

分别设立志愿者教师项目和未

来教育家项目。其中志愿者教

师项目面向全国招募优秀本科

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为志愿者，统

一组织前往相对贫困的农村学

校全职任教，任教时间为 2 年，

不计发工资报酬。截止目前，志

愿者教师项目已覆盖全国 8 个

省、 市、 自治区， 支教学 校 达

70 余所。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上个周末，很多人的朋友

圈都被“99 公益日”刷屏了——

9 月 7-9 日，共有超 2800 万人次

的爱心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

出约 8 亿元善款，超过 2000 家

企业共捐出 1.85 亿元，为 5498

个公益项目贡献力量。加上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的 2.9999

亿元配捐金额以及 1 亿元慈善

组织成长基金，善款总计超过

14.14 亿 元。“99 公益日” 进 入

第 4 个年头，“理性公益”成为

最显著的特征，微型公益更容易

“打动人”。

由于今年很多项目的设置更

加契合个人诉求，这让很多微型

公益组织收获颇丰。郴州市益行

志愿者协会推出了“心手相牵·

花儿绽放”和“让孤独老人不

再孤寂”两个公益项目，通过线

上募捐、线下义卖等多种形式，

共募集到善款 18 万余元。其中，

爱心企业捐款 7 万元，腾讯公益

平台配 捐 27249.61 元， 参 与人

数 3430 余人。在 未来一年里，

这笔善款将全部用于资助郴州

市辖区孤儿、贫困家庭留守儿童、

关爱孤独老人。

岳阳市爱心驿站志愿者协会

推出的温暖包“一起捐”项目，

为湖南地区的贫困儿童筹集冬

季温暖物资，共有 5223 人次爱

心支持，自筹加腾讯配捐共计获

得 55593.74 元善款。

相比以往，全国各地的扶贫

基 金会、团委、红十字 会、残

联、妇联等组织机构和项目也纷

纷加入。有业内人士认为，“99

公益日”的持续红火说明，公益

不能追求标准化，受助对象的

具象化、项目设置的差异化和

捐赠群体的多元化，才能带来公

益慈善的大繁荣。

“99 公益日”：微型公益“更动人”善果 >>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张明艳 黄红娟）“叔叔您好，现

在是 红灯，过马路不安 全，请

您等绿灯亮了再过马路哦……”

近日，邵阳市新邵县举行了“我

文明、我服务”志愿者服务活动。

县创文办、团县委、县妇联等

单位组织头戴小红帽的 600 余

名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文明

劝导、交通劝导和街道清扫活

动，并向门店和行人发放《文明

新邵宣传手册》1200 多份。“你

们这个活动搞得好，新邵县城

现在变得越来越整洁漂亮，我

们住着也舒服，希望大家都来

做个讲文明、有素质的新邵人。”

活动现场，一位大叔为志愿者

们的行为点赞。

新邵街头涌动 600 余顶“红帽子”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唐蕙芳）9 月 9 日，永州市祁阳

县人民法院联合永州市中心医

院、永州市委政研室，在该法院

扶贫联系点梅溪镇龟山村村委会

活动中心开展“服务百姓·健康

行动”义诊活动。专家们耐心细

致地为每一位前来义诊的村民进

行体检，分析病情、解疑答惑。

此次活动共接待村民 200 余人，

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免费发

放药品共计 11000 元。

祁阳法院：为贫困村民免费发放万元药品

座 谈 会 现 场，
益阳市副市长
黄东红（左四）
与“为中国而
教”志愿者代
表合影。

善行 >>

给“为中国而教”志愿者点赞自今年 1 月 3 日今日女报全媒体刊登《200 多名脑瘫患儿急需一批棉衣过冬》报道后，多
个爱心机构和许多爱心人士都在持续关注从全省各地汇集在长沙县湘雅博爱康复医院接受康
复治疗的脑瘫患儿家庭，并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他们帮助。今年获得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的
陈运华，也加大了对脑瘫儿童家庭的帮扶。

编
者
按

全国“最美家庭”女主人新善举——

甜!长沙脑瘫患儿有了专属蛋糕店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迪  唐天喜

“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月饼订单了！”9 月 7 日，当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市长沙县茶叶市场的“心之翼”西点店时，志
愿者陈运华开心地说。

这是一家专门为帮扶脑瘫儿童家庭而开办的公益蛋糕店，发起
者就是今年获得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的女主人陈运华。

特殊的“公益蛋糕店”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店里时，今年

64 岁的陈运华正和员工袁秀芳忙碌地制作豆

沙。陈运华介绍，目前食品经营许可证已经

办下来了，正在试营业阶段。

记者发现，蛋糕店由两个相邻的店面组

成，其中一个作为生产场地，另一个则是“儿

童乐园”，里面摆放了一些儿童玩具、书籍。

陈运华告诉记者，之所以这样设计，是为了

让员工可以安心工作，不必担心孩子的安全。

店里的员工目前有 3 人，两个脑瘫儿的母

亲，还有袁秀芳的女儿——一名 17 岁的脑瘫

患者小花（化名）。另一名母亲的小孩约 4 岁。

今年 42 岁的袁秀芳来自邵阳市隆回县农

村，女儿小花在 9 个月大时被诊断为脑瘫。

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袁秀芳参加了陈运华

开办的培训班。“小学都没读完的她仿佛着了

魔，一有时间就研究面点的做法。”陈运华说，

袁秀芳几乎每周都能够掌握一种新的做法。

目前这家西点店由陈运华和她的女儿等 4

名志愿者各投资 5000 元开办。陈运华带领两

名母亲做蛋糕、点心，小花负责记账。“她们

3 名员工也交了 5000 元保证金。如果亏了，

大家一起承担风险；如果盈利，我们 4 个志

愿者只收取必要的支出，其他分红将继续做

公益。”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唐
静霞）9 月 7 日，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西院举

行了 99 公益日之“用爱托起希望”大型公益活

动。

从 9 月 7 日到 9 日，医院邀请省市知名专

家来讲座及坐诊，同时，西院这三天的门诊收

入将全部捐赠给郴州市慈善总会“用爱呵护脑

瘫儿童”——郴州市儿童脑瘫抢救性康复援助

项目；在此期间的爱心捐赠者在该医院的某些

项目检测可享受等额免费治疗等回馈。

据了解，3 天内，爱心企业和近 3000 名爱

心人士共同捐赠善款 18 万余元。

链接>>

“用爱托起希望”公益活动呵护脑瘫儿童

“自己哭过，便不想让别人哭”
早在两年前，陈运华就开始培训脑瘫患儿家

长了。

陈运华于 1994 年下岗。下岗之后，她吃了不

少苦，喝过卫生间的自来水，睡过株洲火车站的

站前广场，还一度得到了国家的低保帮助。从那

以后，她就一直想着能有机会帮助他人，回报社会。

2015 年 7 月，陈运华牵头组建了一个公益组

织，后更名为“心念公益”，为社区网格点募集图书，

到敬老院、福利院看望老人和孤儿……

2016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星沙有大批

脑瘫儿需要救助，陈运华因为擅长制作面点，便产

生了免费给脑瘫儿母亲做培训的想法。

2016 年 12 月，陈运华的公益课开课了。第一

期学员有 30 人，培训内容包括蛋糕制作、西点制作、

营销、摄影等。后来又开设了第二期，有学员 22 人，

“我们有一个群，可以在线 24 小时教他们。也是

考虑到他们每天都要帮孩子做康复，时间不固定”。

在培训过程中，陈运华最重视的是对学员品

德的培养。“食品行业，容不得半点马虎。”陈运华说，

“一旦发现有人不注意食品安全，就会立即对其实

施‘技术封锁’。” 

如今，不少学员在家制作面点，然后通过朋友

圈售卖，“看到大家有收获，很高兴”。

“之所以开店，其实也是看到有些脑瘫患儿家

庭的住宿条件太差，担心食品卫生问题。”陈运华

坦言，她成立西点店，目的就是帮扶这些家庭，一

是他们可以学做点心的技术和管理的方法，以后

可以自己去开店；另一个方面，则是可以把店里的

产品，以高出成本一点点的价格给脑瘫患儿家庭

去零售，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考虑到西点店的位置有点偏，陈运华正在跟美

团、饿了么等接洽，希望通过网络平台扩大销售。

袁秀芳说 ：“到这里来，一是想给孩子做一个

坚强的榜样，二是希望孩子能够掌握一项本领，

自食其力，因为我们无法陪伴她到老。”

现在，小花每天都和母亲一起工作，负责记

录账目，有时也会出去摆摊。当记者问小花在这

里开不开心时，她害羞地笑了。

陈运华（左）在指导袁秀芳做桃酥，“食品行业
容不得半点马虎。”

扫一扫，
为脑瘫患儿家庭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