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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梦南为郴州市妇联“邑善邑美”专项基金代言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实习生 杨礼 刘可盈

“我提前收到了‘马
妈妈’寄给我的‘六一’
儿童节礼物，我非常
喜欢，谢谢‘马妈妈’。”

5 月 30 日 晚， 在
2022 年郴州市庆“六
一”主题活动上，当
爱心企业家马艳玉分
享自己担任郴州市妇
联打造的“邑善邑美”
专项基金发起人的感
受时，一名被马艳玉
捐助的困境儿童小马
通过视频表达了自己
对她的感谢之情，台
下立马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

当天，“2021 感动
中国年度人物”江梦
南正式为“邑善邑美”
专项基金代言。江梦
南的父母从郴州市委
书记吴巨培手中接过
了 女 儿 的 代 言 聘 书。
而省妇联副主席卢妹
香 则 为“ 邑 善 邑 美 ”
专项基金的三位发起
人 马 艳 玉、 封 雅 林、
文群颁发了捐赠证书。

自此，由郴州市妇
联依托湖南省妇女儿
童发展基金会打造的

“邑善邑美”专项基金
迅速在郴州大地扩散。

托起爱的希望

9 天筹款超 800 万元！“出手吧姐姐”爱心满满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

雅洁 实习生 张弘娣）启动 9 天

时间，线 上 筹 款 800 万元，超

18 万人“ 出手”！6 月 8 日， 由

湖南省妇联、湖南省直妇工委、

湖 南 省 妇 女儿 童 发 展 基 金 会

共同发起的“出手吧姐姐 温暖

2022—关爱困境妇女儿童”募

捐活动传来好消息，在 26 支“姐

姐战队”的努力下，募捐活动正

如火如荼地展开。

5 月 31 日，随着“出手吧姐

姐 温暖 2022—关爱困境妇女儿

童”募捐活动的正式启动，26

支“姐姐战队”积极响应，精心

组织，《中国妇女报》、学习强国、

人民网、《湖南日报》、《今日女报》

等主流媒体积极参与宣传，向全

省姐妹发出募捐号召。

开动员会、发倡议书、组建

分战队、发挥执委作用……26 支

“姐姐战队”吹响了关爱困境妇

女儿童集结号。其中，郴州市妇

联、永州市妇联、娄底市妇联、

益阳市妇联、邵阳市妇联等多地

妇联组织于 5 月 31 日当天迅速

启动募捐活动；郴州市妇联、常

德市妇联指导各县市区妇联主

席录制宣传视频，引发强烈反

响；岳阳市妇联邀请去年做得

比较好的县市区和单位作经验

介绍，市妇联主席喻飞跃自己组

建了战队，仅用半天时间就筹得

4 万余元；娄底市妇联整合资源，

与市直机关等多部门联合发文；

益阳市妇联提前部署相关工作，

充分发动基层妇联执委，集结战

队 252 支。 同 时，26 支“ 姐 姐

战队”形成“你追我赶”之势，“爱

心大舞台”热火朝天，即使在端

午假期中也不忘推进项目。

益阳高新区朝阳街道居民小

丽（化名）在本次活动中捐赠了

30 元善款，钱虽然不多，却代

表了她对社会关爱的回馈。原来，

小丽的大儿子因为脑部肿瘤做了

开颅手术，还需要长期治疗，在

她和家人焦头烂额之际，是街

道和妇联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如今，她的生活稍有起色，就想

力所能及地表达自己的感谢。

在无数像小丽这样的妇女及

爱心人士的助力下，善款迅速汇

聚。据了解，截至 6 月 8 日 16 时，

常德市妇联、岳阳市妇联筹款超

100 万元，娄底市妇联、益阳市

妇联筹款超 80 万元，邵阳市妇

联筹款超 70 万元，郴州市妇联

筹款超 60 万元。

与去年不同的是， 今 年腾

讯公益面向“出手吧姐姐 温暖

2022—关爱困境妇女儿童”募

捐活动推出了 3 天的配捐计划。

为了争取更多的配捐额度，不少

战队积极答题助力，赠送小红

花，共争取到 17.8 万元的腾讯

公益配捐。

该募捐活动将持续至 7 月 1

日，“姐姐战队”会继续为关爱困

境妇女儿童助力。

江梦南为“邑善邑美”发声
“我是江梦南，我为湖南省

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邑善邑美’

专项 基 金 代 言。”5 月 30 日晚，

在 2022 年郴州市庆“六一”主

题活动上，“2021 感动中国年度

人物”江梦南通过视频发声。

从无声里突围的江梦南是很

多人心目中的榜样。

“江梦南是我们郴州宜章人，

她不仅是我们郴州的骄傲，更是

广大青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她

能为我们基金代言，将带动更多

的人来参与公益活动。”发起人

之一文群说。

江梦南的经历就是对“读书

改变命运”的最好诠释。“邑善

邑美”专项基金已经开展了有关

读书的公益活动。 

“从 4 月 23 日正式成立以来，

我们已经开展了‘爱心换书香·

书香润万家’募捐活动，100 名

城区学生以向农村留守儿童捐赠

‘一本书 + 一张爱心书信卡’的

方式，号召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

为农村留守儿童献爱心、传书香

的活动中。”文群介绍。

“阅读打开心门，书香浸润

人生。”江梦南在视频里说，“读

书的意义就是哪怕生活让你深

陷泥泞，也依然可以仰望星空。

阅读教会我们审视自身、辨别善

恶、丰盈内心，继而读懂生活的

真谛，直面生命的苦难。所以读

书可以改变人生境遇，为我们的

世界带来一抹亮色。”

作为一名女性，她之所以愿

意为“邑善邑美”专项基金代言，

是因为她也希望更多人“关注妇

女儿童，托起爱的希望”。

事实上，“邑善邑美”专项基

金关注的不仅仅是跟阅读有关

的公益行动。

郴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周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今年，郴州市妇联成立了“邑善

邑美”专项基金，这是湖南省妇

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下设的专项基

金，旨在关心关爱困境妇女儿童、

救助困难家庭，促进妇女儿童事

业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我们原来也做公益，但妇

联比我们更了解妇女儿童的需

要，能够更精准地帮扶。”发起

人之一封雅林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

截至目前，马艳玉、封雅林、

文群共同捐赠了 50 万元作为“邑

善邑美”专项基金的启动资金。

 

三位发起人
原本是公益热心人

“成为‘邑善邑美’专项基金

发起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

它的公益慈善信念与我们助人

为乐的理 念高度吻合；二是受

省、市妇联为妇女儿童办实事的

感召；三是期盼这个基金能动员

更多的人，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谈起做公益，郴州市永兴县妇联

执委、荣裕国际酒店及荣裕房地

产公司董事长马艳玉说，“这是

人生的经历与社会的责任。”

马艳玉出身贫寒，在外拼搏

三十多年，品尝了创业的酸甜苦

辣，如今事业小有所成，也具备

了帮助别人的一些能力。“我的

体会是帮助他人既能帮别人排忧

解难，也能升华自己，非常有意

义，是值得毕生去做的事情。”

记者了解到，马艳玉在自己

家中建立了“马大姐微家”，设

立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艳玉专

项教育基金”。截至目前，马艳

玉助学捐款累计约 300 万元，受

助学生 300 多人。其中，顺利读

完大学走上工作岗位的有 100 余

人。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

被资助人刘香也在 2022 年郴州

市庆“六一”主题活动上发来视

频告诉马艳玉，她如今有了幸福

的家庭，而且时不时地会献爱心

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是马阿

姨让我明白了什么叫‘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另一位发起人、郴州市女企

业家协会会长、郴州和盛菜根

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封雅

林同样是公益热心人。她在公司

成立了“爱心基金”，多年来持

续帮助并照顾家境贫困的员工，

同时在公司设立“公益日”，旗下

10 余家门店每月定期开展各类

公益活动。尤其是近年来，她每

年邀请 300 名基层劳动者一起吃

年夜饭，参与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为困境留守儿童购买学习、体育、

生活用品，累计捐助达 2 千余人

次。

“作为一名办教育并从教 20

多年的教育工作者，深感儿童是

祖国的未来，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是国之本，希望能通过专项基金

的成立影响并带动更多的人帮助

困境妇女儿童，加入妇女儿童发

展事业中来。”郴州市妇联执委、

郴州英才教育集团董事长文群告

诉记者，在郴州市妇联的指导下，

她打造的英才家庭教育基地被全

国妇联、教育部授予“全国家庭

教育创新实践基地”称号。截至

目前，该基地已开展家长课堂约

1000 期，受益家庭达 10 万余户。

原 本受 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

响，封雅林和文群的事业都受到

了不少的冲击，但对于郴州市妇

联打造的“邑善邑美”专项基金，

她们没有丝毫犹豫就加入了进

来。

 

更好地服务全省妇女儿童
“要美丽，做公益。”记者了

解到，依托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

基金会，成立关爱妇女儿童专项

基金的不仅仅是郴州市妇联。

今年以来，怀化市妇联成立

了“五溪关爱”专项基金，益阳

市妇联成立了“益美关爱”专项

基金，它们分别在湘妹子能量家

园建设、家庭教育指导、乡村振

兴项目援助、特殊群体服务及困

难救助、防疫物资捐助等方面发

力。

湖南省妇联副主席卢妹香告

诉记者，鼓励有条件的市州妇联

依托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

会成立专项基金。一方面，集聚

社会力量，有利于推动妇联工作

贴近基层、走进妇女群众；另一

方面，盘活当地公益资源，自筹

自用，更好地帮扶当地困境弱势

群体和家庭。“这样有助于在全

省范围内构建一张‘妇’字号公

益网，有效有形扩大关爱妇女儿

童的供应链、覆盖面，更快捷地

进行全省联动，做大做强妇联系

统公益力量，更好地更精准地服

务妇女儿童。”

湖南省妇联副主席卢妹香为“邑善邑美”专项基金发起人马艳玉、封
雅林、文群颁发捐赠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