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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成队，一起

完成运动公益双挑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11 月

20 日下午， 来自广州的近两百名特殊孩

子齐聚广州市第二少年宫演艺中心，角

逐代表广州参加“艺起来，粤精彩”2020

“瑕之美”特殊孩子艺术节全省文艺汇演

的六个名额。 据悉， 全省文艺汇演将于

11 月 28 日在广州举行。

据了解，今年“瑕之美”特殊孩子艺

术节活动是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

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广东省志愿者

联合会指导，广州市少年宫、广州市扬爱

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广东省智力残疾

人及亲友协会、 广东省精神残疾人及亲

友协会联合主办、CSR 环球网承办的，不

仅成为了“南粤扶残·艺海有爱志愿服务

活动”系列活动之一，同时还入选了羊城

之夏广州市民文化季。 除了全省文艺汇

演，艺术节系列活动还包括了美术大赛、

特殊教育需要青少年融合教育种子艺术

教师培训两大部分。

在本次历时近两小时的文艺汇演

中，有传统的朗诵、乐器演奏、舞蹈表演、

汉服表演， 还有富有广东特色的舞狮及

粤剧表演。 主办方负责人介绍道：“这一

次的舞台是“瑕之美”23 年来，首次进入

一个这么专业的剧场进行演出， 相比往

年在商场等户外演出可以被更多人欣

赏， 这次演出更希望带给特殊孩子专业

演出的体验。 ”经过一番角逐，来自广州

市少年宫“雨后彩虹”唐宝宝融合舞团等

共六个节目获得晋级卡， 被邀参加于 11

月 28 日举行的 2020“瑕之美”特殊孩子

艺术节全省文艺汇演， 与来自省内另外

10 个地市的一百多名特殊孩子同台比

拼，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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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慈善事业

爱心档案

Love & Share

为贫困学生筹款的第五届乐步慈善

健行报名通道已经开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11 月

14 日~15 日两天，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

进会

（以下简称为 “恤孤助学会 ”）

组织

了 60 多名志愿者到雷州 21 个镇

（区）

对

第三期“访贫助学雷州行”申请资助的

557 名贫困学生进行逐户的家访核查。

为了帮助第三期“访贫助学雷州行”核

查通过的贫困学生筹款，12 月 12 日，恤

孤助学会将在花都九龙湖度假区举办

“第五届乐步慈善健行———爱聚花都”

活动，目前报名通道已经开启。

走进贫困学生家里，精准核实情况

11 月 14 日在赴雷州的大巴上，志

愿者们把握每一分每一秒，认真地阅读

家访学生资料，探讨相关的问题。 而在

这些志愿者里面， 还有一位 82 岁的老

人家，那就是恤孤助学会的老会长王颂

汤。 到了雷州之后，志愿者们分组到贫

困学生家里家访，围绕贫困、在读、未接

受其他长期资助的 3 个资助条件填写

家访核查表的每一个空格。

在家访过程中， 王颂汤老会长和

志愿者一起来到了一位 13 岁的学生葵

葵的家中。 葵葵的家里很黑， 而葵葵

则一直低着头， 沉默着。 当志愿者们

一起踏进葵葵家门的时候， 只见葵葵

爷爷赶快开灯， 把精神失常、 长年瘫

睡在地上的奶奶扶了起来。 在了解到

葵葵 5 岁时父亲去世， 6 岁时母亲离家

再嫁， 家里还有 87、 85 岁的太爷爷太

奶奶， 两个读中专的哥哥。 而这个家

庭仅靠爷爷打零工和低保金度日。 此

时， 一切好话和安慰都是苍白的， 王

颂汤老会长悄悄塞给葵葵一些钱 ，

希望通过社会支持 ， 让像葵葵一样

的孩子能够过上有保障的生活， 能在

人生的起跑线上获得公平的机会去接

受教育， 能够在大家的支持下， 再通

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一生的命运。

由于资助的对象比较分散， 个别

队伍到晚上 8 点仍在核查中。 当天家

访工作结束后， 志愿者围坐一起讨论、

审核、 完善家访核查表的填写， 奋战

到了凌晨。 雷州助学项目的家访核查

报告、 核查统计表和资助名单将于 12

月 8 日在恤孤助学会官网和微信公众

号公布， 欢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机

构对口认捐贫困学生

（访贫助学雷州

行项目在慈善中国的公开募捐备案号

为：

51440000758340279KA20005

）

。

队伍筹够4500元， 即可资助一

位贫困学生

据悉， 为第三期“访贫助学雷州

行” 核查通过的贫困学生筹款的“第

五届乐步慈善健行—爱聚花都” 活动

将于 12 月 12 日于花都九龙湖度假区举

行。 每 4 人可组成 1 队， 每队在 12 月

4 日前完成对口资助 1 名贫困学生 4500

元的最低筹款目标并缴纳每人 100 元的

成本分摊费用即可参加健行活动。 活

动分 10 公里休闲组和 20 公里挑战组，

大家可以带上孩子感受一下这种运动

与公益相结合的双项挑战， 6 岁以上儿

童在监护人的带领下可报名参加。 如

想报名，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入报

名界面。

六个特殊孩子节目

登上全省汇演舞台

联系人：李女士

电话：

13424354003

NO：2189

心愿：早日康复出院，回家上学

爱心档案：小鸡精

卖房筹钱帮3岁儿抓身体里的“红虫子”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通讯员 何载晴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本期刊出个案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

穿过一条热闹的街市， 来到

了小鸡精和爸爸妈妈一起住的出

租屋。 虽然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

单间， 但房间里面充满着一种特

别的温馨感。 穿着粉色 T 恤的小

鸡精坐着玩玩具， 一看见记者来

到家中， 外向开朗的他一点都不

怕生， 大大方方地和记者打了招

呼。 在爸爸妈妈与记者聊天的时

候， 小鸡精还时不时在旁边唱动

画片里面的歌。 小鸡精妈妈悄悄

地告诉记者：“他现在是化疗治疗

的休息期，出院之后，我们就带他

来出租屋静养。 他现在才 3 岁，还

小，也不知道自己生什么病。 他喜

欢红色， 对红色的东西比较有好

感。 我们就告诉他，在他身体内有

红色的虫子， 我们要努力把它抓

出来。 ”

小鸡精老家在梅州。 自打出

生以来， 小鸡精身体状况并不太

好，经常发烧。 在今年年初，新冠

疫情严重的时候， 还因为肺炎住

院治疗，幸亏并无大碍。 今年 3 月

份的时候，小鸡精不肯吃饭，还有

关节痛的症状出现， 家人就带他

去医院做血常规检查， 结果情况

异常。 于是，小鸡精的爸爸妈妈便

带着他一起来到广东省人民医院

做全面检查， 最终被确诊为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

（高危组）

。 住院、

化疗……小鸡精开启了“抓小红

虫”的计划，而爸爸妈妈则决定留

在广州陪伴他一起接受挑战。 小

鸡精妈妈说：“我家里还有个小儿

子，现在是托付给我妈帮忙照顾，

我来广州之后，就一直没回去，都

7 个多月没见到他了。家里还有爷

爷奶奶，身体也不好，平日里就种

点地。 我老公以前是在工地工作

的，现在要照顾小孩，也没办法工

作。 现在，我们家里没有了收入，

而小鸡精的医药费却在不停地增

加， 医生说大概需要 30 万~50 万

元。 现在，我们家里唯一的房子也

卖了，亲戚朋友也借了不少钱，我

们都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了？ ”

不过再看看自娱自乐得不亦

乐乎的小鸡精， 小鸡精妈妈看到

了不少希望的光，她说：“你看，他

玩得多开心， 这看着也不像是生

病的孩子。 因为怕受到感染，他很

少出门，不过他很喜欢出门，特别

是坐电梯。 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他

爸爸会带他到隔壁超市坐手扶电

梯，在电梯上上下下，他就会感到

很开心。 除此之外，带他出个门回

来， 我们还意外发现他记住了很

多交通标志。 而且，他很聪明，刚

来广州的时候，他只会客家话，两

个月后， 他就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聊起小鸡精的日常，小鸡精

妈妈滔滔不绝， 小鸡精爸爸也在

一旁不停地补充， 他说：“他看到

我朋友圈里有人发孩子上幼儿园

的视频，他特别羡慕。 现在，他的

治疗已经过半了，我就希望，他能

快点好起来，把‘红虫子’抓出来，

跟其他小孩一样上学、 健健康康

成长。 ”

小鸡精一个人玩变形金刚玩得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