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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中国人的慈善事业

Love & Share

爱心档案

本报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凌信律师事务所 熊谌宇律师 电话：020-38262566

A07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

韩）

10 月 26 日下午， 由碧心

公益服务中心主办的碧心七

周年庆典暨关爱白血病儿童

及妈妈慈善拍卖会在南岸至

尚美术馆顺利举行。 活动现

场，16 件拍品共募善款约 17

万元，用于由碧心公益服务中

心发起的“白血病儿童的告

‘白’”项目。

现场的 16 件拍品除了有

出自许钦松、欧洋、黄紫云、李

春鸣、何建成等艺术家之手的

作品，还有部分画作拍品是出

自于碧心公益服务中心的服

务对象———白血病患儿，他们

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支持“白血

病儿童的告‘白’”项目，与碧

心公益服务中心一起坚持“让

每个孩子拥有尊严救助和有

效治疗”的公益初衷。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通讯员

蔡心 陈琳）

10 月 22 日~23 日，在广州的

CBD，广州市侨鑫国际写字楼，一群特

殊青年相聚于此，开了一间“狗狗王国”

主题为期两天的甜心快闪店。 据了解，

这家快闪店其实是由 CSR 环球网、广

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 下文简

称“ 广州扬爱”）

主办的特殊青年支持性

就业倡导公益活动———甜心下午茶。

活动除了在珠江新城 CBD 开设线

下快闪店，接受现场购买以及线上预订

之外，还组建了“甜心天使配送队”，为

珠江新城 CBD 方圆 5 公里的区域进行

配送。 而活动现场的摊位还设置 19 岁

的特殊艺术家卓君的绘画空间，还有很

多来自卓君设计的小狗为元素制作的

手机指环、下午茶纸袋等。

提前演练，登上社会舞台

“感谢您支持甜心下午茶！ 这是您

订购的套餐，里面有泡芙、巧克力包、曲

奇、维他奶，还有精美的纪念品手机指

环！ ”特殊青年嘉阳向顾客介绍产品。在

活动现场， 他们一步一步地完成工作，

一切都很顺利。

而在这背后，是广州多家特殊青年

就业支持机构付出的心血。 据了解，为

了举办本次活动，麦子烘焙面包坊的心

智障碍面包师负责点心制作，广州市越

秀区展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广州利康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负责学员培训。

在每份“甜心下午茶”套餐里面，所

有的面包糕点都是由麦子烘焙面包坊

的心智障碍面包师亲手制作，他们从凌

晨 5 点就开始和面、揉粉、烘焙，还有志

愿者赶来帮忙包装，以确保点心在早上

9 点活动正式开始前送到活动现场。 与

此同时，在活动现场的特殊青年也很忙

碌，按较早前的培训和分工，他们分别

负责销售、兑换、提货、服务几个岗位，

每个岗位都有就业辅导员和志愿者陪

同。 在活动还没正式开始前，他们都抓

紧时间反复练习。 因为他们将登上社会

的舞台，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更多

人看到他们，走近他们。

找一个突破口， 走进特殊青年

的世界

在活动的布置上，记者看到的甜心

快闪店以及包装袋等物品都是以狗狗

为主题设计的。 了解之后，才得知原来

这些狗狗的设计元素均出自于特殊青

年卓君之手。 卓君是一名自闭症患者，

又被称为“星星的孩子”。 六七年前未接

触绘画的她，甚至还不怎么懂得跟人交

流，现在她是广州市少年宫特殊艺术家

工作室的学员，还被广州市少年宫破格

录用为助教老师。

2013 年，19 岁的卓君成功被广州

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启能班录取。 2014

年，学习烘焙的她和同学一起，参加了

第一期“甜心下午茶”活动，体验了糕点

制作、包装、电话客服、送餐等工作。 职

中毕业后卓君来到广州市第二少年宫

特殊艺术家工作室学习绘画，虽然学习

画画的时间不长， 但卓君特别投入、特

别勤奋，进步很快，她的画有很强的个

人特色。 卓君的美术老师———广州市少

年宫特殊教育部美术老师姚老师告诉

记者：“这些孩子都有自己的特别喜欢

的东西，例如，卓君特别喜欢小狗，我们

在教她的时候， 就顺着这个突破口，尊

重她的喜好，在此基础上，教她一些美

术创作的技巧。 ”广州市少年宫特殊教

育部莫社工也分享道：“要走近这些孩

子，就要去了解他们，找到突破口，慢慢

走进他们的世界， 绘画是， 做烘焙也

是。 ”

六年坚持，陪伴特殊青年成长

据悉，为了打造一个多方参与的展

示特殊青年职业能力和艺术才华的平

台， 为特殊青年融入社会创造机会，甜

心下午茶支持性就业倡导活动自 2014

年启动至今已坚持了 6 个年头。 今年的

甜心下午茶还把配送范围拓展到珠江

新城周边 5 公里的区域，只要客户提前

在网店上下单即可获得由“甜心天使”

提供的送货上门服务。“甜心天使”配送

队由特殊青年组成，每位“甜心天使”都

有两位志愿者陪同，主要协助他们进行

服务讲解及完成服务评价工作。“提前

电话提醒收货，现场面对面签收，还可

以即刻交流”精细化的服务是甜心下午

茶的一大亮点。

这份工作看似非常普通，但对心智

障碍青年来说， 能够得到一份工作，意

义非凡。 广州利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就

业辅导员李国斌表示：“其实很多类型

的工作， 心智障碍人士是可以做到的，

经过训练，他们是有机会匹配到用人单

位的需求。 ”广州扬爱副理事长、特殊孩

子家长卢莹也勉励更多的特殊孩子家

长：“家庭的支持是最核心、 最重要的，

心智障碍青年出来工作一定是会很辛

苦的， 但自力更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情，而且就业的过程，孩子是能得到成

长的。 ”CSR 环球网副总监蔡露诗说：

“希望通过甜心下午茶的面对面接触，

让更多市民有机会了解和支持特殊青

年，帮助他们融入社会，认同他们的能

力和价值。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

10 月 19

日～20 日， 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

（ 简

称 ：恤孤助学会）

组织志愿者、捐赠人、媒

体记者 150 人走进湛江徐闻 15 个镇、区、

街道对徐闻妇联推荐的 1081 名贫困学生

中的 908 户 1056 名进行了逐户的家访核

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以确定是否符

合资助标准。

为募集徐闻助学项目的助学款，恤孤

助学会将于 11 月 9 日在从化举办“第四

届乐步慈善健行”活动，通过徒步健行这

种运动方式进行筹款， 如想支持贫困学

子，可报名参与该活动。

细致的家访，确保资助对象准确性

本次核查的方式为入户核查，学生和

监护人在家里等候。 志愿者 2 人一组，其

中一名志愿者负责与监护人了解家庭情

况，并查验户口本等相关证件、证明，询问

家庭成员收入来源，对相关证明材料等进

行拍照佐证。 另一名志愿者负责与学生交

谈，了解学生在校情况并给予心灵上的关

怀。每名学生核查结束后，2 名志愿者需要

汇总了解到的信息，如发现有疑问，须通

过当地工作人员等做进一步的确认，直至

核查表上需要填写的资料确认无误为止。

为了在两天有限的时间内准确有效

地完成核查工作，志愿者们在赴徐闻的大

巴上先熟悉所入户家访的学生资料。 每队

的审表员对每一份家访核查表进行认真

审查，确认无误后交给各自领队。

4

人成队公益徒步资助贫困生

家访结束后，恤孤助学会将每名学生

的家访核查情况逐一录入家访核查系统，

最终的资助名单将于 11 月 14 日在恤孤

助学会官网上公布。 每名学生资助标准为

4500 元，分六个学期发放，每学期 750 元。

为募集徐闻助学项目的助学款，恤孤

助学会将于11月9日在从化举办“第四届

乐步慈善健行”活动，通过徒步健行这种

运动方式进行筹款。 大家可通过广益联募

平台进行报名并发起筹款。 路线可选择10

公里的休闲徒步路线或20公里挑战路线。

10岁以上的市民4人成队自由组合， 报名

参加， 并在10月31日前完成不少于4500元

的筹资目标并交纳每人100元报名费后即

可参加11月9日的徒步健行活动。

如想报名参与， 可扫码以上二维码。

如有疑问， 可拨打电话 020-87777268 进

行咨询。

甜心快闪店再现广州CBD

组建甜心天使配送队，让社会看到特殊青年实力

碧心七周年庆典

16件拍品

募款约17万

从化徒步喊你为千名贫困生募款

时间：11月9日，规则：4人一组至少募款4500元

恤孤会老会长

王颂汤正在和贫困

学子聊天。

（受访者供图）

活动大合照。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摄

卓君正在活动现场创作。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