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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的“玻璃娃娃”拿到助
学金！慈善助学圆贫困学
子成才梦

“我欲迎风再留住几步，怎
舍寒风吹动我痛处，我说寒山
别哭，我带你出……”12月 24
日上午，天气晴好，一阵曲调婉
转的歌声从新郑市具茨山管委
会白庙村的农家院里传出来。

这天，“玻璃娃娃”小静（化
名）家迎来了几个阳光和蔼的
小姐姐，她们穿着“新郑市慈善
总会志愿者”的红马甲，带着粮
油米面、带着 1000 元的助学
金、带着外面世界的消息来了，
带给简陋的小屋满室阳光。她
们坐在小静的床头，陪她说话、
陪她聊天，大家又打开手机，一
起合唱流行歌曲。

没人数得清，今年15岁的
小静到底骨折过多少次。小静
的爷爷张长军告诉记者，小静8
个月大的时候在玩耍期间发生
第一次骨折，随后被确诊患上
了成骨不全症，俗称“玻璃娃
娃”。随着病情发展，哪怕是抱
起来这么一个轻微的动作，都
有可能导致其骨折，小静就只
能一直躺在床上。

“孩子学习能力不错。”同
源小学教师郭宗惠说，他和同
事们定期上门帮小静辅导功
课，开设“床头课堂”。

新郑市慈善总会志愿者高
晓芳建议，小静可以做一些手
工艺品，志愿者们可帮忙售卖，
让小静实现个人价值。

慈善助学，圆贫困学子成
才梦想，这是新郑市慈善总会
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无数像
小静一样的孩子，在社会的关
怀下获得助学金。今年以来，
他们开展“仁爱助学 情暖校
园”贫困中小学生救助项目，为

1144名贫困中小学生发放助
学金121.96 万元；开展“传递
温暖 呵护夕阳”大学生担任
养老护理员项目，为19名贫困
大学生发放助学金 5.7 万元；
开展“爱心成就梦想”助学项
目，为53名贫困大学新生发放
助学金 15.9 万元；“新郑农商
银行”慈善基金为18名贫困大
学生发放助学金9万元……类
似这样的助学活动，不胜枚
举。

两个孩子的妈妈罹患乳腺
癌，雪中送炭解烦忧

走进观音寺镇万庄付建红
家里，7岁多的大宝有点害羞，2
岁多的二宝天真地拽着妈妈的
衣角当“跟屁虫”，一副其乐融
融的画面。只有付建红头顶上
的假发，默默诉说着这个家庭
刚刚承受的一场大病突袭。

去年年底，付建红觉得身
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患
上乳腺癌，本就经济不富裕的
一家人，面对巨额医疗费，一筹
莫展。

听闻这家人的情况，新郑
市慈善总会立即赶往现场，除
了给大宝带来1000元助学金，
还给付建红带来 1 万元救助
金，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
雪中送炭。

慈善助医，帮大病群众走
出困境，是新郑市慈善总会的
另一项重点工作。2020年以
来，新郑市慈善总会开展了“精
准扶贫 健康新郑”系列医疗救
助项目，为79名患重病的困难
群众发放 79 万元；还开展了

“善爱相伴”困境民警、教师救
助慈善项目，分别为96名困难
教师发放60.849万元，为100
名困难民警发放32.99万元。

“玻璃娃娃”收到助学金啦！
打造慈善“新郑模式”，新郑市慈善总会2020年累计支出善款1000余万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蔡君彦 段伟朵 文图

新郑市慈善总会志愿者来到观音寺镇万庄贫困家庭送温暖，带去1万元救助金、1000元助学金。

冬日暖阳，最
能温暖人心；雪中
送炭，最是人间真
情。2020年即将
跟随历史的车轮
前行告别，2020
年那些慈善故事
仍口口相传，留在
心间。慈善之光
耀新郑，黄帝故里
添新彩。据统计，
截至目前，新郑市
慈善总会2020年
已累计支出善款
1000余万元。

一串简单的
数字后面，是一个
个渴盼救助、感恩
关 爱 的 真 实 脸
庞。连日来，记者
跟随新郑市慈善
总会走进帮扶家
庭，带去慈善救助
金，也带去比“冬
天第一杯奶茶”更
暖的问候。

汇聚大爱，共克疫情。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新郑市
慈善总会积极响应，依法有
序接收捐赠款物，据统计，
共 接 收 疫 情 防 控 捐 款
162.4699 万元,接收疫情防

控捐赠物资4632件（箱/桶/
盒/瓶 ），折 合 人 民 币
68.0327 万元，这些抗疫慈
善款物已在第一时间全部
发放到位，为疫情防控贡献
慈善力量。

打造慈善“新郑模式”
42个慈善项目温暖更多困难群体

盘
点

2020年以来，在新郑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新
郑市民政局指导下，新郑市慈善总会开展了“扶贫、济困、
安老、救孤、助医、助学、助残、优抚、疫情防控”等多种形式
的慈善救助活动，围绕42个慈善项目，创新救助模式，将
慈善救助的“触角”延伸到需要帮助的各个角落。截至目
前，新郑市慈善总会共接收慈善捐款1140万余元，支出善
款1000余万元。

其中，在慈善扶贫济困
方面，新郑市慈善总会开展
了冬季救助系列活动，为
3244 名 困 难 群 众 发 放
172.22 万 元 ；开 展“ 慈 善
SOS”紧急救助项目，为烧
伤困难群众发放 10 万元；
开展“善美乡村行”慈善文
化建设项目，为5个村文化
建设及地下管网改造定向
支出50万元；开展“扶贫先
扶志 脱贫有动力”心理健

康辅导项目，挖掘贫困群体
的潜能，激发其内生动力，
为 100 多户、400 余人提供
专业化服务，从源头塑造

“造血式”扶贫模式；开展
“听爷爷讲故事”非遗扶贫
项目，开展了 60 场技术培
训，直接受益留守儿童贫困
家庭达 120 户，建立了 2 个
非遗传习基地，为脱贫攻坚
贡献力量。

看点1：慈善扶贫
扶贫扶志，为400余人开展心理辅导激发内生动力

看点2：慈善助老
爱在夕阳，为老人送去价值28万余元的生活物资

慈善助老方面，开展
“爱在夕阳”助老活动，在重
大节日为全市敬老院和市
光荣院购买价值28万余元
的生活物资，资助75万余元
为 4 所敬老院改造消防设
施；开展“银龄唱晚乐社区”

慈善助老活动，为新烟街道
解放路社区老人们开展健
康知识宣讲，提供义诊义
剪、心理咨询和精神慰藉与
入户探访100余次，开展月
度生日会8场，并为老人送
去戏曲演唱、新春对联等。

看点3：慈善助残
授人以渔，为31名残障人士培训保健按摩技术

慈善助残方面，开展
“阳光助残 牵手汇爱”残疾
人培训慈善项目，为新郑市
残疾人提供保健按摩技能
培训，聘请知名讲师冯振民
等授课，为 31 名残障人士

培训保健按摩技术。目前，
学员与多家按摩机构签订
用工协议，实现就业，赚到
了人生第一笔工资，重新树
立了对生活的信心！

看点4：志愿服务
善行新郑，102场志愿服务以人为本、紧跟热点

志愿服务助力慈善，也
是新郑市慈善总会工作的
一大亮点。新郑市志愿者
协会围绕“善行新郑”慈善
项目共开展了102场活动，
包括关爱空巢老人、失独老
人、残疾老人等，处处体现
以人为本的温度。

志愿服务丰富多彩：在
疫情期间，组织爱心送餐队
为一线医护人员配送爱心
餐；复工复产期间，组织救
援志愿服务队开展 400 余
次社区、学校消杀活动；开

设《公益零距离》网络互动
栏 目 ，全 年 观 看 数 量 超
100000 次；帮助果农销售
杏、葡萄等滞销果品1万余
斤，助力脱贫攻坚；此外，还
开展中秋节慰问消防官兵、
交通警察，走进社区开展垃
圾分类、文明交通宣传，开
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

“弘扬孝道文化共建和谐乡
村”，助力乡村振兴、开展文
化大课堂等活动。这些活
动聚焦时代热点，凝聚志愿
力量，传递慈善温暖。

看点5：疫情防控
积极响应，捐赠物资全部发放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