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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王梦华）

昨日， 海珠国家湿地公园聚

集了一群爱心徒步者， 他们用行走的

力量为困难儿童筹款， 该公益徒步共

募集善款约37万元。 同时， “爱蕾行

动———儿童救助计划” 也正式发布升

级方案， 据悉， “童” 学圆梦关注助

学， 资助标准由3000元/年·人提高至

5000元/年·人； “童” 病关爱关注助

医， 广州户籍和来穗务工人员子女因

患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可申请大病

救助， 资助金为1万元/年·人。

500爱心人士募集37万善款

据介绍， 此次“爱蕾， 和生命一

起努力” 公益徒步共有500名爱心人士

参与， 在徒步开始前， 他们就以爱心

大使的身份在朋友圈里积极筹款。

本次徒步共为困难儿童筹集善款

约37万元， 其中广州市慈善会副会长

单位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

“爱蕾行动” 捐赠20万元。 当天， “爱

蕾行动” 的受助儿童代表来到现场，

与爱心捐赠单位代表等一起见证“爱

蕾行动” 十周年升级方案发布， 并一

同为“爱蕾行动” 新LOGO揭幕。

据悉， “爱蕾行动———儿童救助

计划” 是广州市慈善会从2009年开展

至今的广州市困难儿童慈善医疗救助

品牌项目， 十年间， 救助困难儿童763

人次， 惠及3000余人， 资助金额826万

余元。 为了帮扶到更多的儿童， “爱

蕾行动” 进行了全新升级， 救助范围

进一步扩大， 救助人群年龄上限由14

周岁扩大到至18周岁， 救助人群覆盖

到广州对口扶贫地区的困难儿童。 救

助内容也全面提升， 形成了三大子项

目： “童” 学圆梦关注助学， 资助标

准由3000元/年/人提高至5000元/年·

人； “童” 病关爱关注助医， 广州户

籍和来穗务工人员子女因患病导致家

庭生活困难的可申请大病救助， 资助

金为1万元/年·人； “童” 路相伴助力

优秀项目， 资助广州市内公益慈善组

织自有的优秀儿童类项目， 进一步扩

大慈善影响力。

可在所在社区社工站递交申请

升级后的“爱蕾行动” 将充分发

挥全市201个社工站作为广州市慈善会

社区慈善捐赠站点的功能， 有需要的

人士可以通过所在社区的社工站递交

求助申请， 十分便捷。

据了解， 广州市慈善会除了为受

助者提供资金资助， 还将依托核心合

作机构， 为受助者提供心理辅导、 康

复建议、 医患关系处理、 筹款等深度

追踪服务。 在启动仪式上， 4家优秀社

会服务机构被广州市慈善会授予爱蕾

行动首批“核心合作机构”， 他们分别

是广州市海珠区碧心公益服务中心、

广州市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广州市志愿者协会、 广州市特殊儿童

发展促进会。

此外， “爱蕾行动” 还将成立专

项志愿服务队伍， 欢迎社会各界参与

项目的志愿服务， 包括前期核查、 中

期走访、 后期跟踪回访等全流程覆盖。

据介绍， 爱心人士除了参与志愿服务，

还可通过多种形式参与捐赠， 支持困

难儿童的成长。 升级后的“爱蕾行动”

向社会公众推出了三大筹款包， 包括

“爱蕾学习包”， 爱心人士捐赠200元即

可为一位困难儿童捐赠一份学习用品

以及辅助学习用品； “爱蕾关爱包”，

爱心人士捐赠500元及以上即可通过爱

蕾行动核心合作机构为该服务对象提

供陪伴、 心理辅导等专业社工服务；

此外， 还有“一对一助学”， 广州市慈

善会开通了爱蕾行动月捐计划， 市民

可以成为“爱心月捐人”， 一个月捐出

来100元， 就可以为困难儿童提供长期

的资助。 参与“一对一助学” 的月捐

爱心人士， 还可以成为志愿者， 陪同

关注困难儿童成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政法宣 唐晓红 邝雅丽 杜韵 区仲贤

刘如）

奋不顾身化解闹市火情的公交

司机，义不容辞载病人赶往医院的“的

姐”， 接到求助立马开船解救被困少年

的渔民……6 日，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对近期涌现出来的 16 名见义勇为人

员进行了慰问表彰。 记者留意到，本次

受到表彰的人中，有两位女性面孔。 她

们都是在行车过程中“解救”了发病的

病人，凭着自己的专业判断和一副热心

肠帮其脱离危险。

广州公交集团白云

（广交 ）

公司五

分公司“的姐”王淑兆，不仅是个“的

姐”，还是个“勇士”。 11 月 3 日中午，王

淑兆在行车途经广纸路附近等红灯时，

突然路旁冲出一名男子，慌张的拍打她

的车窗求救。 王淑兆马上下车查看情

况，只见 2 名路人从地上艰难地搀扶起

1 名男子，男子的头部无力下垂，脸色

发青，呼吸微弱，近乎昏迷。王淑兆一刻

不敢耽误，马上上前协助路人将患病男

子抬上出租车后座， 并且即刻送往医

院。 一路急行，王淑兆一边稳稳把好方

向盘， 一边在后视镜时刻关患者的情

况。 平安到达医院的病人得到及时诊

治，最终转危为安。

除了热心“的姐”，广州公交集团也

有一位“勇士”，她就是二汽新福利公司

184 线女车长员丹荷。 行车途中一位男

性乘客突发癫痫倒地不起，她的冷静果

断帮助发病乘客脱离了危险，也安抚了

车上其他乘客的不安情绪。 11 月 6 日，

员丹荷驾驶公交车执行由大塘至横枝

岗总站的营运任务。当车辆行驶至海印

桥桥底时，员师傅发现一名男子癫痫病

发作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全身不停抽

搐，情况十分危急。 癫痫病发作如果不

及时施救，很有可能危及生命，于是，员

师傅立即俯下身，与旁边的热心阿姨掐

住该男子人中和虎口，并赶紧拨打 110

和 120。 由于施救及时，方法得当，为救

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医护人员赶到

时，该男子已恢复意识。 后经过进一步

诊治，男子已无大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晏文龙 通

讯员 华轩）

昨日， 第二届广州南

沙-东南亚竹文化艺术节暨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东盟国际高校

营造大赛决赛在南沙水鸟世界进

行。 进入决赛的 16 支国内外高校

队伍将自己的建筑设计创意与水

鸟世界的环境相结合，以竹子原材

料，建造出“千竹鹤”“树林泡泡”等

既具有实用功能又具有艺术价值

的工艺作品。

这些作品有的外形酷似一颗

“花生”，横着“睡”在水上；有的从

远处看就像两道“碧波”，流线状向

前延伸，走在竹廊中，伴着清脆的

风铃， 阳光穿过竹身洒在游人身

上，投下一道道光影……这些“脑

洞大开”的作品全部由本次参赛的

高校学生设计，作品“花生”的设计

团队就是这样一群大二学生，他们

来自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团队主要成员冯宇梁介绍，

“花生”最开始其实并不长这样，在

实践过程中经过了 3 次调整。

未来 3天

白天气温逐渐回升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熙灯 ）

8.7～

20.8℃。 昨日五山站录得的最低气温

和最高气温较前日分别下降了 2.4℃

和 0.3℃。 预计，未来 3 天晴朗干燥天

气持续，早晨受晴空辐射影响，最低

气温下降至 9℃左右， 从化北部高寒

山区可能会出现霜冻，白天气温逐渐

回升。

气象部门预测，12 月 8~13 日，广

东省维持晴朗干燥天气， 昼夜温差

大，早晚寒凉。 其中，9~10 日，全省最

低气温回升缓慢，粤北部分市县仍有

5℃以下低温；11~12 日气温继续回

升。 具体预报为：9 日，全省大部晴到

多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 4℃～

6℃

（高海拔山区

2℃～3℃

）

，局部有霜

冻，珠江口附近和粤西沿海市县 11℃

～13℃， 其余市县 8℃～11℃；10 日，全

省大部晴天，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

县 4℃～6℃， 珠江口附近和粤西沿海

市县 12℃～14℃，其余市县 9℃～11℃；

11 日，全省大部晴天间多云，早晨最

低气温，粤北市县 6℃～8℃，珠江口附

近和粤西沿海市县 14℃～16℃， 其余

市县 12℃～14℃。

广州今日晴到多云， 气温介于

9℃~21℃之间， 吹轻微的偏北风；明

日晴间多云， 气温介于 9℃~22℃之

间， 吹轻微的偏北风；后天晴间多云，

气温介于 9℃~22℃之间。

广州“爱蕾行动———儿童救助计划”助学助医标准均有升级

子女患病致困可申请大病救助

广州又有16位见义勇为人员受表彰

两位女司机行车路上救助病人转危为安

广州南沙 - 东南亚竹文化艺术节昨举行

南沙水鸟世界处处“妙竹生花”

美轮美奂的竹子作品。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曾洁赟）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部署开展清理党政机关国有企业

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款项专项工

作以及 2019 年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

动，发出专门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法院

在年末岁初期间加大相关案件清理

力度，确保年底春节前实现“两个清

零”目标。

通知要求，各级法院要成立专项

领导小组，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充分

发挥清欠工作联席会议的作用，形成

根治欠债欠薪工作合力。

“两个清零” 目标主要包括两项

任务：年底前要清理党政机关国有企

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款项案件，

实现 100 万以下欠款清零及工人工

资拖欠清零的“百万以下欠款清零”

目标； 二是 2019 年 10 月底前发生的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和国企项目欠薪

案件在 2019 年底前全部清零， 其他

欠薪案件在 2020 年春节前及时动态

清零的“欠薪案件清零” 目标。

通知同时要求， 全省法院要加

大陈案梳理、 新案排查力度， 建立

欠薪台账， 对重点个案展开督导督

办， 及对于欠薪者逃匿、 确无偿还

债务能力等情形， 工人面临生活困

难等案件， 要依法及时提供司法救

助。

广东高院开展

根治欠薪攻坚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