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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走向西部项目最新进展 

 汇款：此次南京地区走向西部项目与爱德基金会合作，南京办

事处收集了所有团队的团队负责人证明、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负责人学生证复印件，之后提交一份给爱德基金会，爱德基金

会收到资料后立即安排了汇款，截止到 7 月 9 日，所有团队都

收到了相应的汇款。 

 团队出发：自 7 月 5 日第一支团队出发开始支教项目，至 7 月

20 日，南京地区 18 支队伍已经全部出发前往目的地开展公益

服务活动。大多数团队是以支教为主，还有个别团队是做医疗

健康服务和环保服务。支教团队也不再是传统的教授语数外课

程，课程的开展非常的丰富多彩，书法课、趣味数学课、趣味

英语课、国学课、音乐课等拓展了小朋友的视野和兴趣面，演

讲比赛、运动会、晚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也在支教点展开，大

多是团队还会到学生家家访，发现特别困难的会联络我们。  

 

以服务架起关爱的桥梁 

Building Bridges of Love 

and Caring Throug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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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到家”项目筹措 
5 月 30 日南京办事处在弓箭坊社区举办了关爱长者三高的健康医疗类项目。之后一直想将这一项目做

得更有特色和更为完善，先后拜访了很多社区和相关服务人员，为将这一项目做的更好进行探索。在这一过
程中遇到了同样是做健康医疗类项目的爱之光公益中心。 

7 月 17 日，爱之光创始人代贤伟和工作人员韩蕴智到南京办事处
办公室拜访，双方互相介绍了各自机构情况及开展的项目，并就合作
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初步达成合作意向，计划在“健康践行者培训计
划”和“健康到家”两个项目上进行合作。 

7 月 28 日，华桥基金会南京办事处负责人肖艳红和实习生刘梦丽
一起到爱之光在铁心桥街道的服务点进行参观拜访，双方就“健康到
家”项目的具体实施细节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计划将华桥基金会的关爱长者三高项目与爱之光的健康到家项目
合并，双方合作开展以健康到家为主题的健康医疗服务公益项目，服务内容主要是到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用药
安全的咨询宣传、基本健康体检、专家义诊和理疗等，具体为： 

 用药健康： 

 用药咨询：我们有医药方面的专家回答居民关于用药的问题。 

 家庭药箱整理：居民可携带家庭药箱到服务点，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免费的家庭药箱分类整理。 

 过期药品回收: 据了解南京市从 2012 年起已经将“过期失效药品定点回收”纳入市政府民生工程，

但是仍然有很多居民并不了解过期药品的危害，将他们和生活垃圾一起丢掉。所以每次活动的时候

可以开展此项目，登记造册，将回收的药物统一交由市药监局统一销毁。此项目可以和食药监局商

讨合作。 

 过期药回收箱捐赠与设置：是否可以捐赠过期药品回收箱直接放置在居民小区，须进一步与药监局

商讨合作的可能性。 

 义诊： 

 基本体检：包含血压、血糖、血氧等，以及身高体重腰围等体质指

数等可以即测即走的基本身体健康检查。 

 专科病症筛查：这一项可以在活动后期加入，例如眼科筛查、牙科

筛查、心脑血管病筛查等。 

 专家坐诊：请专家坐诊，老人们可以按秩序去想专家咨询。 

 专家讲座：根据上午义诊的情况，由专家开展针对性的健康讲座。 

 理疗服务：请专业的理疗人员全天候服务，为防止人员过多，我们针对 65 岁

以上的老人免费接受理疗，每人 15 分钟，65 岁以下需缴付一定费用，以达到

过滤人群的目的。 

此外，双方就从项目合作长期发展的角度就企业资助、医生团队管理等方面 
根据当前信息资料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最终达成共识，通过对信息
资料的后续跟踪、管理，以达到服务项目不断升级的目的。目前，华桥基金会南京
办事处正在准备项目活动方案。 

爱之光公益发展中心 2008 年起源于中国药科大学，2012 年正式在民政门注册，是国内第一家专注用药
安全、药物科教与健康管理的公益组织，致力于帮助长者实现自我健康管理、减少药物的过度使用，增强自
身身体健康，减轻国家医疗支出负担。机构以培养具有安全用药、健康管理责任感的公民为己任，大力科普
与实践药物知识、非药物治疗行为习惯，不断促进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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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践行者培训计划 
老龄化加剧带来老年慢性病高发，社区老年群体集中，对健康的服务需求巨大；当下，人们的生活水平

提高，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上升，多由原来的“已病图治”观念转到“预防复健”上，并且健康服务类公益组

织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也逐步发展，但其从业人员对社区健康服务水平技能偏低，缺少拥有专业知识与技能

的社区一线为老健康服务者。 

针对这种现状，南京办事处计划与爱之光合作开展健康践行者培训计划，简称“健行培训计划”，就是

基于如上问题通过三甲医院的医生前往社区为一线从业者举办“名医社区课堂”，讲授“疾病健康知识与实

操技能”，提升学员能力，进一步服务于社区的患者群体，进而促进与改善社区老年群体健康状况。 

该培训项目计划举办时间为 2015 年 7 月-9 月，共分 3 个阶段举办，每个月抽取连续 2 天的周末时间上课（具

体时间根据医生与学员时间进行商定），时间为早上 9:00-17:00（全天学习）。 

学习内容分为知识学习、技能学习两个板块： 

 知识学习：1）医务社工在社区健康服务中的应用；2）老年慢性病知识串讲；3）常见慢性病（高血压、）

的治疗与管理；4）家庭常用药知识与用药安全；5）老年养生保健知识（饮食运动） 

 技能学习：1）学会基础医疗器械的操作，如：血压计、血糖仪；2）掌握通用推拿、按摩手法；3）药

品说明书、体检报告、医学影像照片的解读；4）了解并掌握老年常见疾病的简单处理方法 

参与此次项目培训的医生为三甲医院的医生与有实践经验的专家，现在拟定的培训导师如下：南京市第

一医院吴锦丹医生和吴文华医生、江苏省人民医院周艳丽医生和董海蓉医生，南京大学社会学沈晖副教授，

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核医学中心温发坤医生，中国药科大学景志强老师、于锋老师、费卫老师等。  

培训对象分为：1）健康卫生类公益组织的成员；2）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养老院一线工作者；3）

实施健康公益服务项目的从业者。培训人数限 30 人内（公益小班教学） 

 
“润物奖学金”项目洽谈 
    应爱心传递服务中心负责人马连平先生的邀请，7 月 20 日华桥基金会

南京办事处肖艳红和刘梦丽前往位于宝船遗址公园的爱心传递服务中心进行

参观、项目洽谈。中心的这一服务点，主要是为方圆两公里内的贫困家庭的学

生，提供课业辅导和开展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学生除中心工作人员

的休息日外，几乎每天可以到中心去。马先生就当前爱心传递服务中心机构基

本情况及开展的各项项目做了介绍，并提出合作的意愿。 

 我们对爱心传递服务中心开展的“润物奖学金”项目和生日会项目表现出

了极大的兴趣，其中“润物奖学金”项目主要是在农民工子弟学校或留守儿童

比较多的学校开展，每个班级按照百分比例设置一等奖100 元、二等奖 80 元、

三等奖 50 元和进步奖价值 20 元的礼物，以达到鼓励学生学习不辍学的目的。

双方就这一项目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并在合作方式上交换了意见。 

南京市爱心传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原称南京市鼓楼区爱心传递志愿者服

务协会），2013 年 6 月正式在鼓楼区民政局注册。自 2006 年成立到目前正式注册，中心一直致力于帮助各

类社会弱势群体，现已运行希望来吧、山区支教、润物奖学金、助学、圆梦之旅、关爱农民工等项目。中心

业务范围：1、提供社会公益性的服务 2、提供社会孤寡老人、孤儿的扶助；3、提供社会残障人士的辅助；

4、提供贫困学生的资助、校外课堂学习以及对口联络帮扶；5、提供贫困人群的生活帮助；6、提供大型自

然灾害后的支援；7、与支持公益事业的基金会、企业、政府、媒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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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委会+NGO 需求+服务初阶版社区沙龙 
    7 月 12 日由接点社区发展中心举办的业委会+NGO 需求+服务初

阶版社区沙龙在双塘街道办事处成功举行，接点社区发展中心创始人张

涛、互助会负责人阿甘、宋都美域王敏主任、明发滨江黄贤涛主任、萝

卜规则王静老师、华桥基金会肖艳红、爱德基金会周立婷、小萝卜徐玥

等公益人士和业委会负责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在此次沙龙中，大家就以

下几点进行了交流、讨论： 

 业委会是不是 NGO？业委会是干什么的？业委会有什么? 

 基金会有什么？基金会、NGO 能提供什么服务？ 

 业委会和 NGO 合作的机会和可能性？ 

互助会阿甘首先分享了他对 NGO 定义的理解，认为中国的 NGO 泛指

非营利组织，而业委会应该属于 NGO。宋都美域王敏主任认为，目前大

部分业委会没有法人资格，定义为 NGO 为市场早，目前属于其他组织

的范围。5 位业委会代表各自有着丰富的实务经验，对社区的理解明显

比社会组织深入的多，他们回答问题的观点很务实，但也存在明显的差

别。华桥基金会的肖艳红女士讲解了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并介绍了华桥基

金会所开展的项目。 

    南京办事处是华桥基金会首次有针对性的在城市社区开展服务，参

加此次会议对于了解社区需要、更好的为社区服务提供探索和可能性。 

 
社区和社会组织工作会议 

2015 年 7 月 24 日，由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雨花台区民政局共同组织的社区和社会组织工作会议在

雨花台区阅城国际小区内的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举行。雨花台区民政局负责人、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赵莹、

雨花台区各街道、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负责人、部分社会组织负责人等出席会议，华桥基金会南京办事处的

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恩派方面负责人赵颖对孵化中心社会组织的孵化

工作进行了补充说明，要求各孵化机构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策略。今年拿

到公益创投项目的本善社区服务中心及爱之光公益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就社会

组织发展经验和获取创投项目的技巧做了分享和交流。雨花台区民政局领导就

2015 年上半年公益机构的基本情况和新精品社区情况做了简单细致的介绍。

民政局杨局长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民政局今年着重支持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由市里强力推行，区里支持，目前配套

资金已全部到位，要求各服务中心正式开展工作，今年年底之前要再打造 10 个精品社区，需要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组织是否准备好了？ 

 成立社区基金，重点在于购买社区服务要求各社会组织人情自身的特点，开发出自己的特色项目社会组

织积极与社区对接，了解精品社区情况，民政局会选定社会组织 

 要求各街道配合社会组织开展服务项目，为社会组织开展服务项目提

供资源，帮助社会组织与社区对接 

 雨花台区今年年底将会评选十佳社会组织和十佳志愿者 

通过杨局长的讲话，可以了解到政府今年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力度

大大增强，各社会组织、各街道应把握机会，大力开展项目，为居民提供各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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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桥基金会医疗项目及其他 
 

 

 

 

 

 

 

 

 

 

 

 

 

 

 

 
 
 
 
 
 
 
 
 
 
 
 
 
 
 
 

 
 
 
 
 

华桥基金会南京办事处实习生 

6 月份的时候选拔出两位实习生进入试用期，其中实习生

许宵雪 7 月 6 日开始进入试用期，遗憾的是 7 月 10 日结

束了实习，因为她不慎崴到了脚，需要长期休养。实习生

刘梦丽 7 月 20 日进入试用期，开始学习了解华桥基金会

及南京办事处的各项工作。她们每天都会写实习日志交给

负责人。 

刘梦丽目前还是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研二的学生。 

昇望合作项目整理 
应昇望公司更新和整理网站的需要，向昇望公司提供

自 2012 年以来开展的所有项目资料，包括听力项目、奖

学金项目、英语夏令营项目和孤儿院访问项目等的照片和

文字资料。 

此项工作并不负责但是工作量很大，目前正在持续整理

中，已将整理好的部分资料陆续传给了昇望的志愿者。 

昇望公司是一家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501c3)机构。公司

旨在通过各种渠道向需要帮助的华人提供帮助。目标是： 

•组织医疗团到中国义诊服务(例如面部整形,眼镜,牙齿,

内科,听力矫治等) 

•沟通技巧和领导能力培训 

•婚姻家庭咨询 

•中英文辅导 

•向贫困学生提供经济资助 

昇望公司也积极支援美国组织为社会与地方服务。昇望

公司是华桥基金会的重要合作伙伴。 
 

乐荷来访 
7 月 6 日乐荷社区发展中心负责人

骆思彤老师来访，骆老师详细介绍了乐

荷正在开展的两个项目：德慧书苑项目

和乐荷育灵童项目，希望商谈和华桥基

金会合作的可能性，遗憾的是这个项目

和华桥的宗旨不相符合，无法达成双发

的合作意向，希望未来有计划和乐荷在

其他项目上合作。 

南京乐荷社区发展中心主要针对当前社

区居民的冷漠疏离，社区弱势人群尤其

是老人和孩子得不到好的照顾等问题，

乐荷家园通过家园共建在社区营造公共

空间，搭建居民互动的交流平台。。 

公益链接 

乐荷家园：weibo.com/lehedeyuan 

南京爱之光公益发展中心：

http://blog.sina.com.cn/cpuaizhiguang 

南京小萝卜儿关爱中心：http://weibo.com/u/2977511414 

南京爱心传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http://www.aixinchuandi.org/ 

 

农知心特色农产品营销项目进展 

农知心特色农产品营销项目是基于

“互联网思维”，对边远地区农产品原市

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进行重新审

视，在可操作的前提下力求服务农户，提

高经济收入。该项目是也是参加南京恩派

社创大赛，并且经由南京恩派推荐给我们

的。目前团队已经出发前往西藏，展开前

期市场调研。 

跟我们一起去旅行项目进展 

7 月 20 日，华桥基金会肖艳红、刘

梦丽和小萝卜负责人徐玥在夫子庙徐玥

办公室就 5 月份跟我们一起去旅行项目

的结尾工作做了总结处理，并就两个机

构未来的合作方式交换了意见。并就以

下几方面进行了分工：前期准备、联系

学校、活动当天带队、后期总结报告已

经费用支付。 

http://blog.sina.com.cn/cpuaizhiguang
http://weibo.com/u/297751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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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 
 

“事实孤儿”：兄妹一顿粥管一天 

他们本应度过最无忧的年华，却因父母重度残疾、服刑、患严重疾病等因素而无人抚养。他们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孤儿，但事实

上，却孤苦无依。他们未被纳入孤儿救助体系，但与孤儿相比，他们面临着同样、甚至更加严峻的生存难题…… 

这是“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个缺乏关注、亟待救助的边缘群体。 

生活困境：幼小兄妹“一顿粥管一天” 

56 岁的王安崇小心翼翼地将一小勺白米粥喂给面黄肌瘦的孙子王朝泉。客厅右侧，刚过百岁的老父亲也端着一小碗粥慢慢喝起

来。 

这是一个苦命的家庭。2014 年 10 月，海南省屯昌县南坤镇山塘村委会南安村村民王安崇的儿子患癌症离世，年底，儿媳在产

下女儿不久即离家出走。如今，孙子王朝泉不到两岁，孙女王颖才八个月。 

昏暗的卧室里，简陋的木板床上只有一张凉席，床边放着一个草垫防止孩子翻身摔下。王安崇说，因为没有钱买纸尿裤，加上

有时来不及照顾，孩子经常把床弄脏。 

“我买不起奶粉，只能给他们熬粥，一顿粥要管一天。”王安崇告诉记者，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和老父亲，他没有时间外出挣钱，

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去年村里给办的低保每月 600 元，因为孙子孙女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孤儿，享受不到孤儿救助。 

相比王朝泉、王颖兄妹的生存问题，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宫花村 12 岁的谢国器则承担了一家之重。父亲因病死亡，母亲精神

残疾，哥哥智障，这个 12 岁的男孩一直靠拾荒维持整个家庭。 

王朝泉、王颖兄妹和谢国器，是“事实孤儿”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尚未被社会广泛关注的未成年群体——他们因父母重度残

疾、父母服刑，或受艾滋病等因素影响，导致事实上无人抚养。近年来，诸如“四川猪圈女童”“贵州毕节儿童自杀事件”等，让“事

实孤儿”群体的生活困境走进公众视野。 

“事实孤儿”到底有多少？据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中心课题组根据全国 20 个省份的数据推算，截至 2011 年，全国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的总数可能在 57 万左右。 

有关专家认为，由于长期缺乏社会关注，潜在的“事实孤儿”数量，或许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数字。 

精神困境：“曾经有‘事实孤儿’几次试图自杀”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从 2014 年陆续在陕西、广西、甘肃和海南展开“事实孤儿”生存状况摸底调研，并开展针对性的救助项

目。 

项目在对陕西地区 5 至 14 岁之间的 237 个“事实孤儿”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因父亲死亡或身患重病，母亲改嫁或离家出走

的行为而造成“事实孤儿”的比例接近 50％。 

在海南“事实孤儿”一项调研中，178 名孩子中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占 78．29％，月收入 500 元以下占 66％，有九

成家庭月收入 1000 元以下。 

“相对生活的窘迫，缺乏精神上的关怀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项目负责人甘峻表示，志愿者在对海南、甘肃、

广西、陕西等省份“事实孤儿”摸底调查时发现，当被问及父母情况时，绝大多数孩子都避而不语，情绪低落。 

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孙磊对此深有体会。他与西北大学组成调研团队展开调查，设计发放的问卷涉及衣食住行、人

际交往、在校学习、社会支持等 60 个问题，并和 120 名“事实孤儿”进行了深度访谈。 

调研报告显示，约有 37．8％的“事实孤儿”会因家里贫困受到同学嘲笑；只有 35．1％的孩子心情不好会向家人倾诉；多数

孩子不善言谈，存在明显的自卑倾向；32．4％的孩子经常或偶尔觉得活着没意思。 

甘峻的团队在走访中发现，半数以上的“事实孤儿”不时感觉恐惧，甚至有人产生轻生念头。“曾经有‘事实孤儿’几次试图自

杀，媒体报道后才得以救助。” 

救助困境：“到底哪个部门管，我们也不清楚” 

目前，“事实孤儿”的帮扶救助工作存在很多困难。记者了解到，“事实孤儿”未被纳入孤儿救助体系的原因，主要在于制度难

点尚未解决。 

——缺依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王永强介绍，由于法律层面对“孤儿”定义的内涵过窄，导致“事实孤儿”游

走在法律保护和政府救助的边缘地带，成为亟需救助的特殊群体。 

民政等部门在救助“事实孤儿”时感到有心无力，甚至有地方民政部门被审计、财政等监督部门警示，这样做涉嫌挪用孤儿专

项福利金，“因为‘事实孤儿’不是孤儿。” 

——缺政策。海南民政厅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从全国来看，“事实孤儿”的救助没有统一政策，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事实孤

儿”可能得到救助，但偏远地区的救助几乎是空白。 

某省儿童福利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有时候发现一些困境家庭的“事实孤儿”无人抚养，“我们想接收过来，但是上面没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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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政策，只能作罢。” 

——缺制度保障。“到底哪个部门管，我们也不清楚。”海南省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针对“事实孤儿”这个群体

的帮扶救助，并没有明确的部门职能划分。甘峻说，在基金会项目曾走访的一些省份，“我们想帮这些孩子，但是找不到一个统一的

部门来对接。” 

中国儿童中心主任丛中笑告诉记者，“事实孤儿”帮扶涉及到生活、教育、心理等方方面面，许多部门都在参与，但缺乏完善的

机制，因此尚未形成合力。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事实孤儿”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及社会力量的关注。民政部此前公开表示，在对困境儿童实行分类救

助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将积极争取将事实上无人照顾的儿童纳入国家保障范围。在一些省市，发放生活津贴的困境儿童已拓展到父

母双方失踪、服刑、重度残疾的未成年人。 

甘峻认为，应尽快建立“事实孤儿”动态档案并进行持续性的救助试点工作，实施动态管理。“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孤’

有所养的问题，还需将‘事实孤儿’纳入国家制度性救助体系，而非短时、临时性的政策。” 

丛中笑建议，从制度设计上完善对这些孩子的救助，“由某一部门牵头形成联动机制，从信息采集、鉴定、审核到分类救助等方

面，形成规范化的流程便于执行操作。此外，还应探索多元化的福利供给机制，尽快推动儿童福利法出台，使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

制度尽早实现全覆盖。” 

链接来源：http://news.163.com/15/0730/08/AVORH4PN000112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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