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让中原更加出彩。河南日报社将发挥传媒传播力、公信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借助
党报资源优势，牵头联合河南省政府部门、著名企业以及民间组织等，共同发起成立纯公益的松散型组织“中原公益
联盟”，致力于发挥各自优势、调配各方资源，积极参与文化、教育、扶贫、环保、医疗等公益事业。“中原公益联盟”从
即日起公开招募心怀公益理想，勇担社会责任的政府机构、有良好社会公信力及影响力的标杆企业、社会团体加盟。

申请加入“中原公益联盟”成员，须先把本单位简单介绍、公益事迹及理念发送到邮箱hnrbzygy@163.com（注明
“中原公益联盟”字样），经审核符合加盟条件，我们会及时通知正式办理加入手续。

“中原公益联盟”公开招募成员 凝聚
公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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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进 乡 村 的 微 光
——内黄县农家女李翠利创建“微光书苑”带来的公益思考

本报记者 庞永涛

如果说以前天文数字般的慈善捐款作为公益事业进步的标志，为公众树立了“感性”的榜样。那么，今天更多具有明确目
标的公益项目的推进，则让公众重新认识了社会的发展状况，加深了对公益的理解，不再无一例外地选择捐款数字作为标尺。

让乡亲们零门槛读书
安阳市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的“微光

书苑”，每天都人来人往。闲暇时，村民们
喜欢到这里翻阅各种书籍报刊。

这个书苑约 20 平方米，位于村民李翠
利开办的超市内。由于经营着一家小超市，
李翠利与乡亲们接触很多，对乡村文化环境
也有着自己的观察。她发现，乡亲们物质生
活逐渐富足，但精神生活明显贫乏。帮助乡
亲们，特别是让孩子们远离不健康文化的侵
蚀与伤害，建一个供乡亲们免费借阅的书
屋，让文字净涤心灵，让健康文化滋润农村
的想法在她脑海里越发清晰。

无周末、无节假日，不分职业、无论老
幼，无须任何费用、证件，只要在超市经营
时 间 内 ，远 乡 近 邻 、行 走 过 客 可 随 到 随
借。自 2011 年 11 月李翠利创建“微光书
苑”，到 2012 年 4 月第一家分店开张，如今

“微光书苑”的零门槛借阅模式推广到了
19 家合作店，合作单位分布在不同地区、
不同经营场所，受众有 7 万多人 ,各类存书
5 万余册。

李翠利给这个书屋起名“微光书苑”，
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把文化的种子撒在家
乡的土地上。

文化部领导关注“微光”
在坚持推广“微光书苑”的过程中，李

翠利遇到了一些难题。“这些问题靠我们
自己无法解决，比如我们文化水平不高、
我们没有资金支持等。但‘微光书苑’这
种模式经过实践，符合目前农村的实际情
况，我们确实想做好。”思来想去，抱着试
试的想法，李翠利在 2015 年 1 月 8 日给文
化部部长雒树刚写了一封 5000 多字的长
信。在信中，她写下了对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思考、“微光书苑”的发展情况以及目

前面临的困境等。
“没有想到居然受到了雒部长的关

注！”李翠利说，“2015 年 2 月 6 日上午，文
化部公共文化司司长张永新等人专程来我
们这里进行调研，并对‘微光书苑’给予了
充分肯定。”

“刚开始很多人质疑‘微光书苑’模式，
认为这种粗放型的运行模式会导致书籍资
源的大量流失，是天方夜谭模式。其实，在
这样一个零门槛借阅平台上，借而不还的
理由并不充分，相反他们还很愿意把自己
阅读过的藏书拿到这个平台与大家分享，
几年下来‘微光书苑’的藏书量不减反增就
是证明。”李翠利说。

做公益不仅仅是捐款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书籍的阅

读越来越多地被新媒体所取代，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

“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读书作为
一个话题这么隆重地介入中国人的生活，
估计全世界也不多见。

李翠利说,在广大农村，除了阅读习惯
和阅读意识的滞后，书籍资源的匮乏以及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欠缺也都极大地制约
着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青少年、儿童是
农村阅读的主要群体，当近 40%的城市青
少年、儿童每月支出 20 元到 40 元购买图书
时，95%以上的农村孩子只能望书兴叹。

一些富有责任感的个人或企业，不仅
在公益事业上投入金钱、精力，更重要的是
他们发自内心热爱公益事业，用心发现社
会问题，用实际行动解决这些问题。他们
具体的公益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公众
对于公益事业的评价标准，纠正了在公众
心中形成的“公益=捐款”,这种片面的理解,
让社会舆论在评价公益投入时不再无一例
外地选择捐款数字作为标尺。

广州首启慈善组织等级评估工作

广州慈善类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近日启动，向民众披露社会组织发
展和管理的细化指标，使社会全面
了解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提升透
明度，重建社会组织的公共信用体系。

据悉,这是中国内地首次全面
启动慈善组织等级评估。通过政
府部门、科院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代
表组成的专家组进行评估，对社会
组织根据等级不同授予 3A 级、4A
级、5A 级，将引导慈善类社会组织
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
度，强化规范运作，推进社会组织
诚信自律建设。

随着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在
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但部分行业协会、
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在提供公益服
务的过程中出现诸如违规运作、滥
用资金等负面新闻，引起人们对社
会组织公信力的质疑，影响并削弱
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

内部治理不完善已成为制约
慈善组织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
关对慈善组织开展的慈善募捐专
项执法检查结果表明，部分慈善组
织存在“重外部活动，轻内部治理”
的现象，缺乏资金和专职工作人
员。开展等级评估工作，可以帮助
社会组织诊断问题，设计发展方
案，促进慈善组织内部规范化建
设。 (蔡敏婕)

4 月 18 日下午，在宁陵县体育
场东门二楼人群熙攘，非常热闹，
有大人有孩子，他们都是来捐献旧
衣和图书的，几个戴着小红帽的义
工正在忙着接收和整理。宁陵县
爱心旧衣超市和流动爱心书屋就
设在这里，也有几个附近工地上的
民工闻讯赶来，进入旧衣超市来挑
几件合身的衣服。

爱心旧衣超市和流动爱心书
屋是宁陵县葛天义工联最近启动的
公益活动。最初，有位网友“惟美”
建议，家里有很多八成新的衣服扔
吧不舍得，送吧不知道送给谁，我们
义工联能不能搭建这样的一个平
台，让大家把家里穿不着的衣服捐
出来，送给最需要的贫困家庭。

这个提议很快放到葛天义工
核心管理群里讨论，大家讨论很热

烈，有提出建议的，也有抱有忧虑
的，最后讨论的结果一致通过，还
决定不但要发动大家捐衣，还可以
捐书，爱心旧衣超市和流动爱心书
屋同时启动。

网友“尘”是个服装店老板，积压
的几十件新衣全捐出来了，她说：“我
要把爱心传递给最需要帮助的人。”

据管理员王艳介绍，除了这种
在广场和公园人群集中的休闲场
所摆书摊外，下一步还打算让图书

“ 走 进 ”农 村 学 校 ，让 书“ 流 动 起
来”，充分发挥爱心图书的作用，更
好地培养孩子爱读书的习惯。在
倡导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在世界
读书日到来之际，义工联想通过流
动爱心书屋这个活动，旨在引导更
多的人把读书当成一种精神追求，
一种生活方式。 （闫占廷）

4 月 14 日上午，中牟县 5 岁的小亮
亮被推出手术室，这也意味着“2015 第
十届郑州国际微笑行动”圆满落幕。郑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自微笑行动开展以来
共为全国近 2000 名唇腭裂患者进行了
免费救治，其中最大的 34 岁，最小的只
有 3 个月。

为让贫困唇腭裂患儿及时得到治
疗，摆脱痛苦，为他们带来灿烂的微笑，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已连续十年开展

“国际微笑行动”。此次“微笑行动”，郑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来自国内外近 50

名顶尖整形、麻醉、儿科、护理专家共同
为省内外的 487 名唇腭裂患儿进行术前
筛查，为符合手术指征的 100 名患儿进
行了免费手术。为保证此次活动的顺利
进行，该院调动了手术室、整形美容中
心、病房等十多个相关科室，投入病床
70 多张，抽调临床有经验的医护人员共
计 100 多人，并面向社会招募 25 名志愿
者翻译，同时由相关临床科室主任负责，
24小时值班，确保了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另外，该院常年为唇腭裂患儿免费
手术，凡年龄在 6 个月以上符合手术指

征的唇腭裂患者均可来院免费进行手
术，同时，还为每位患儿家庭补助 200 元
往返路费以及 100 元生活费。

来自美国的手术医生 Lisa Freisen
说：“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这里，我已经喜
欢上了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这里有精
良的设备、周到的服务、完善的诊疗措施
和一个个无私付出的医务工作者，为了
能够使更多的唇腭裂患儿重新绽放微
笑，在与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共同协
作下不禁让我想为这些孩子们做的更
多。” （楚哲）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十届郑州国际微笑行动圆满落幕

国外专家正在为唇腭裂患者进行术前筛查国外专家正在为唇腭裂患者进行术前筛查

宁陵有个爱心旧衣超市和流动爱心书屋

河南日报《中原公益》版自 3月 18日创刊以来，受到社
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和好评。

为寻找社会公益人物、社会责任企业以及各界公益和
爱心人士，本报诚征新闻采访报道线索和信息，欢迎来电、
来稿（请勿用附件）。

联系电话：13838099923 13598031988
来稿邮箱：hnrbzyg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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