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一个充满希望和
收获的季节。

当前，是河南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
也是各项任务最艰巨繁重的时期，更是爬
坡过坎、攻坚转型最关键的时期，迫切需要
我们充分借助各方面智慧和力量，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聚神聚力聚焦
推动河南改革发展。

有专家学者指出，担当社会责任，是倡
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潮流，是河
南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企业，尤
其是大中型企业，是社会生产经营的主体，
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

所以，担当社会责任，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要求，是
社会组织功能与作用的使命，既是社会健
康发展的重要标志，又是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证。因此，一切社会组织，都应当
深刻认识自己在社会转型与发展中的重要
功能，自觉担当起联系社会、服务社会、促
进社会的社会责任。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孕育
了河南特有的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
新、生生不息的中原人文精神。我们所倡
导的“河南公益凝聚河南价值观的理念”，
不仅汲取了优秀中原文化的营养，而且更
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党报打造社会公益和社会责任更有公
信力。

河南日报作为省委机关报，是河南省
新闻宣传的主阵地、主渠道。2015 年 3 月
18 日，河南日报借助党报资源优势，充分发
挥传媒传播力、公信力与资源整合力，特别
推出河南日报《中原公益》版。

河南日报《中原公益》版创刊后，不断
有企业负责人、社会组织、爱心人士打电
话、发邮件，发表对社会公益和社会责任的
看法、推荐公益选题、表达合作意愿，一股
公益热潮在中原大地悄然兴起。

2015 年 7 月 31 日，是一个火热的日子，
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全省知名
企业家、公益爱心组织，相聚在一起，共同
见证了由河南日报社倡议、组织和发起的
中原公益联盟的成立。

中原公益联盟致力于发挥社会各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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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河南、辐射
全国，力争成为河南最大的公益传播与资源
聚合平台，为我省精神文明建设和
公益事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党报传递正能量，
弘扬正气，是彰显企业
公益品牌的一个
很好平台。”有企

业家如是说。一位民间公益组织更是多次
给本报打来电话，畅谈做公益的心得，让更
多的人得到帮助，传递社会正能量。

让财富变得更加有意义。大量实事证
明，只有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
的财富；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
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广大生
长、生活、兴办在河南的企业家，很多都在
尽自己的社会责任，为使自己的财富成为
最有意义的财富，为使自己的企业永远树
立在中原大地和河南儿女心中。

为了更好地宣传我省公益爱心事业、
社会公益人物，以及社会责任企业，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高尚的道德
情操，推动我省公益爱心事业健康、有序地
发展，激发全省的正义、正气、正能量，从即
日起，河南日报首次发起，并在全省范围内
寻找和征集寻找“最美河南社会公益与社
会责任人物和企业”新闻采访报道活动。

“最美河南社会责任人物”入征条件：热
心社会公益事业，在公益事业方面做出过卓

越贡献的人；打造自主品
牌，发展民族品牌，在业界

有 较 大 影 响
力的企业家；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明星乡村、明星乡镇基
层干部、转业军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乡
村致富带头人；贫困山区、革命老区、黄河滩
区扶贫干部、支教爱心人士；扶贫富民、旅游
富民的典型代表；对历史文物保护、历史文
化传承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修路、修桥、
建希望小学、建敬老院的爱心人士；无私奉
献的乡村医生，扎根山区的乡村教师。

“最美河南社会责任企业”征集范围和
入征条件：中央驻豫企业；省管企业；市管
企业；我省知名民营企业；上市的国有、民
营企业；国家利税大户企业；安排劳动力就
业企业（安排大中专学生就业方面，吸纳海
归、博士、硕士等高级技术人才方面，安排
下岗职工再就业方面，安排、转移、吸纳农
村劳动力就业方面）；科技创新企业；转型、
升级企业；节能、减排、降低能耗企业；打造
自主品牌，发展民族品牌企业；献爱心，慈
善捐款、捐物，积极回报社会的爱心企业；
在抗灾、抢险活动中，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交
通、电力、消防等相关单位和企业。

让责任和公益，爱心与慈善，洒满中原
大地。

2015，寻找“最美河南社会公益与社会
责任人物和企业”，现在起航！

新闻采访联系电话：0371—65796195
来稿邮箱：hnrbzygy@163.com

公益聚焦

公益故事

公益动态

10 月 11 日是“世界镇痛日”，
开封市义工协会携手爱心医疗单
位和民间艺术团体 80 多人，在开
封市化肥厂社区俱乐部广场开展
义诊、义演进社区公益服务活动。

活动中，来自开封市回族医
院、中医院和光明医院的 15 名医
务人员，3 个多小时共为 260 多位
社区居民进行了腰腿痛按摩、脊柱

校正、酸碱平生物电美容养生按
摩、量血压、测视力、眼底检查和中
医医疗保健咨询等免费服务，并向
社区居民宣传“世界镇痛日”的意
义。来自开封市化肥厂社区的舞
蹈队、市滨河之声歌舞团和星光艺
术团的民间艺术团体给社区居民
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徐建华）

开封义工“世界镇痛日”开展公益活动

近日，由河南省志愿者联合会、河南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的“青年之声·
河南”志愿者联谊运动会暨公益服务联盟
成立仪式在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区内举
行。团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李若鹏，
省纪委派驻团省委纪检组长、党组成员黄
明海，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党委书记苏东霞
等出席活动，来自富士康园区、红五月社
会服务中心等 7 支服务队 300 多名志愿者
参加活动。

“青年之声·河南”公益服务联盟成立
仪式上，李若鹏为“青年之声·河南”公益
服务联盟和首批成员单位张明工作室志
愿服务队、红五月众孚心理援助服务队等
7 支志愿服务队授旗，黄明海为“青年之
声·河南”公益服务联盟首批专家团成员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张明等 5 人颁
发聘书。

据悉，“青年之声·河南”是反映青年
呼声，回应青年诉求、维护青年权益、服
务 青 年 成 长 的 专 业 性 互 动 型 服 务 平
台。自 2015 年 6 月 8 日开通以来，阅读

量达到 2394.6 万，有效问题 1427 个。“青
年之声·河南”公益服务联盟是“青年之
声·河南”十大专项志愿服务联盟之一，
是经团省委批准，由河南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联合河南民间公益组织等共同
发起，致力于联系和服务青年的非营利
契约式公益性战略联盟。联盟主要通

过网上思想引导和解疑答惑，传播公益
文化，打造专属于青年的线上线下公益
交流互动平台，践行社会责任，服务他
人，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公益服务联盟
成 员 由 来 自 全 省 的 公 益 团 体 、爱 心 企
业、爱心人士等组成，目前成员单位已
经超过 100 家。 （郭亮亮）

“青年之声·河南”公益服务联盟在郑州成立

10 月 16 日，在第八个郑州慈
善日之际，郑州市纬一路小学二
一班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踊跃
捐款，和广大爱心人士一起，“安
老 、抚 孤 、助 残 、济 困 、助 医 、助
学”。据悉，活动当天，郑州市纬
一路小学全体师生开展了“用爱
温暖世界”的捐款活动，教育孩子
们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乐善
好施的传统美德。

据了解，第八个“郑州慈善日”

系列活动自今年 8 月份启动，已开
展了 50多场慈善活动，以及多种形
式的社会救助工作。 2007 年 11
月，郑州市确定每年 10 月 16 日为
郑州慈善日。八年来，“郑州慈善
日”已经成为郑州市一张温暖亮丽
的名片，捐赠数额年年攀升，连续
荣获“中华慈善奖”、“七星级慈善
城市”等国家荣誉。慈善日募集的
善款，已帮助郑州市困难群众 100
万人次以上。 （卜荣荣）

郑州市纬一路小学捐款献爱心

张文静，今年九岁，
上小学五年级，是个聪
明的小女孩。本该出生
在一个四世同堂、幸福
温暖的大家庭，可是天
灾人祸不断笼罩着这个
家庭，先是爷爷病故，后
是在文静出生不久她的
父亲也在一场车祸中遇
难了，原本就有精神病
的母亲也被娘家接走另
嫁他人了，而丧子之后
又丧孙的文静的太奶奶
只好强打精神艰难地拉
扯着这个苦命的娃娃。

可 是 岁 月 不 饶 人 ，
已是古稀之年的太奶奶
哪里还有能力再抚养一

个小女孩，幸好还有周围亲戚和乡亲们
帮衬着才挺到了现在。渐渐地九年过
去了，小文静很争气学习很刻苦，九岁
便上了五年级，现在只能靠微薄的低保
度日，如果哪一天太奶奶不在了，小文
静的命运将会怎么样？

远在新疆和田的大枣哥知道了这
个消息特地从新疆“飞”回来，不顾旅途
的劳累亲自驾车来到了张文静的家，不
仅捐了款，还为文静的太奶奶和文静买
了身新衣服，又买了菜和文静与太奶奶
一起吃午饭，饭后表示文静从今往后的
生活和上学费用他全包了，如果文静愿
意可以毕业以后到他的公司上班。

（聂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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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洒满中原让爱洒满中原
——寻找“最美河南社会公益与社会责任人物和企业”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朱继红 吕桓宇

敬 老 尊 贤 是 中 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10 月
17 日上午，开封市志愿
者协会的志愿者们和
开封市北环森林幼儿
园的师生们一起到家
源老年公寓开展以“庆
重阳老幼同乐”为主题
的暖心活动。

（邢俊娜 王朋周）

志愿者陪老人共度重阳节

公益资讯

重阳节是中华民族敬老爱老
的传统节日，为了让敬老院的孤
寡老人过个吉祥团圆的佳节，10
月 18 日，河南省民权县爱心家园
联合福慧书院来到民权县绿洲敬
老院，陪伴老人们一起欢庆佳节。

活动当天，大家早早的来到敬
老院，为老人送去米、面、油、水果
等物品，可爱的孩子们还为老人表

演了精彩的节目，表演引来了老人
们的阵阵掌声，老人脸上露出开心
的笑容；孩子们把水果、蛋糕给爷
爷奶奶们吃，老人们吃着水果、蛋
糕，脸上绽放着灿烂幸福的笑容；
孩子和爱心家园志愿者们给老人
捶捶背、捏捏肩，剪指甲，给在场
的老人们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感
动，现场氛围其乐融融。 （王磊）

“老少同乐”过佳节

秋高气爽，阳光明媚。10 月
16 日下午，郑州市春水社区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们带着由爱心“两新组织”枫叶
红捐赠的大米、面粉和食用油为
社区内的 5 户贫困的家庭（由于时
间限制走访了五家）送去了“爱的
关怀”。

在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街道
办事处农大社区低保户张建洲的
家里，我们了解到这位家庭的原

主要劳动力因病四肢肌肉萎缩，
导致走路和拿东西等一些简单的
体力活都很吃力；其妻张淑彩患
有糖尿病，头晕、浑身无力，也只
能做一些家务劳动；孩子工作也
一直没有稳定下来，一家三口无
业，没有任何收入，非常困难。当
志愿者把大米、面粉和食用油送
到他手中时，张建洲连声道谢，当
听说今后会定期继续捐赠和帮扶
时热泪盈眶。 （田关心 冯克磊）

传递“郑”能量，秋季送温暖

在郑州市慈善总会的大力指
导下，大爱郑州志愿者服务中心、
河南农业大学社工协会等 20 多个
志愿团队的 1000 多名党员志愿
者、网格青年志愿者和高校志愿
者开展了一场“青春接力 爱满
绿城”大学生重病救助基金爱心
募捐活动。

本次募捐活动不但得到了广
大志愿者们的积极响应。也得到
了社会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一
元、两元、10 元、100 元……一个上

午共为大学生重病救助基金会募
捐到近 17000 元。而在此之前，河
南牧业经济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共
进社等高校志愿团队也在校园内
发起了“帮助重病大学生完成学
业”的爱心募捐活动。虽然每个
人捐献的钱多少不一，但是都在
奉献着爱心。为爱奉献，为爱接
力，正是有了这些可爱的志愿者
们、有了这些爱心人士，我们的生
活才充满了爱。

（冯克磊 陶园）

青春接力 爱满绿城

“我小时候跟着父母下放到农村，我
的童年是在青山绿水中度过的，做环保
是希望我的孩子也能生活在一个河流清
澈、充满绿色的环境里。”

这是一个普通志愿者的心声，也是
一个公益事业推动者、力行者的愿望。

走上环保公益之路，在匡洁看来，只
是为了一个简单而纯洁的愿望，从而促
成一个绿色公益梦想。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中国环境社会
治理学术研讨会上，匡洁作为志愿者代
表受邀作了关于《环境社会组织在地方
治理的地位与作用》的主题发言，再次阐
明了绿色中原的梦想。

“推动公众参与，促进环境改善”“在
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平

等分享安全健康的生态环境和美好生
活”。这是绿色中原的使命与愿景。

2005 年 7 月 9 日，绿色中原环境保护
协会（简称“绿色中原）成立。作为现在
的负责人，匡洁和绿色中原一路走来，整

整十个年头。十年来，绿色中原作为立
足河南本地的非营性民间公益团体走过
了一条不平常的发展之路。

绿色中原成立以来，开展了系列公
众环保活动，从早期的“我为嵩山洗把
脸”“环保电池进校园”“郑州无塑料日”

“绿色希望行动”“古树保护”“黄河湿地
调查”等到现阶段的“绿踪社区垃圾分
类”“绿色选择”“自然教育”“公众参与”，
再到即将进行的“绿城蓝天”“乡土植物
保育计划”。绿色中原的志愿者不断留
下“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足迹。作为
一个扎根中州大地，时刻感受着这片土
地呼吸、脉动和呻吟的团队。十年间，星
移斗转，寒暑更替，不变的是一颗颗爱自
然、爱生活、爱家乡的心。 （朱继红）

绿色中原：河南环保志愿者的绿色情怀

责任编辑 朱继红 编辑 李公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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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由郑州市金水区
民政局、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印
象中原》栏目联合主办，郑州市金
水区乐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
的军休军工美食文化节系列宣传
活动在郑州市金水区凤凰台街道
办事处社区成功举办。

演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包

括舞蹈、诗朗诵、豫剧、小品、独唱
等多种艺术形式。演员们在鲜花
的海洋中载歌载舞，展现出健康
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积极乐观的生
活态度。整场演出高潮迭起、异
彩纷呈，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人们在欣赏精彩演出的同时
也免费品尝了“一号蓝”野生蓝
莓、福牌阿胶等美食，活动吸引了
过往群众的纷纷驻足，现场气氛
十分热烈。

本场活动以美食为主题，以
演出为载体，号召人们关注健康、
关注养生，不仅普及了健康知识、
传播了健康理念，也丰富了人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 （弓伟华）

军休军工美食文化节公益汇演在郑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