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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中国人的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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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心针意”暖冬行动的编织课

上，贫困山区孩子感叹———

责编：黄莺 美编：何建玲 校对：段丁2021.1.3��星期日

A08

广东省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公众号

爱心档案

Love & Share

“原来织围巾这么难！”

联系人：钟先生

电话：

13680395521

NO：2193

心愿：早日康复出院，回家上学，和双

胞胎妹妹团聚

爱心档案：小佳

3岁双胞胎姐姐想治好病回家跟妹妹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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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佳今年 3 岁， 有一个同卵双胞胎

妹妹和一个大姐。 爸爸妈妈长期在外打

工， 三姐妹则和爷爷奶奶一起在韶关老

家生活。今年 9 月份，小佳和妹妹一起兴

高采烈地去上幼儿园， 还认识了不少小

朋友。在入学十几天后的体检中，小佳被

检查出了严重贫血。为了安全起见，小佳

的爷爷奶奶带孩子去到县级医院检查，

而这一检查，让两位老人相当害怕，医生

说：“有 90%的概率是白血病。 ”随后，小

佳爷爷奶奶便赶紧联系其正在珠海打工

的父母。 10 月 6 日，小佳父母把孩子带

到广东省人民医院惠福分院求医，10 月

12 日，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白血病。

为了治好女儿的病， 小佳妈妈留在

病房照顾孩子，爸爸则负责做饭送饭，小

佳爸爸说：“因为只能一位家属陪护，所

以， 我就和其他两位病童爸爸一起合租

了一间房子，做饭陪护。”与此同时，小佳

爸爸还担心着小佳的双胞胎妹妹， 小佳

爸爸说：“妹妹跟她是同卵双胞胎妹妹，

又是一直在一个环境下生活的， 我很担

心。一开始，我会半个月让妹妹去检查一

次，现在是一个月检查一次。还好目前没

有发现问题。”积蓄花完了，借钱也借了，

筹钱也筹过了， 而小佳目前医药费的缺

口还很大。 小佳的治疗方案拟定要做八

个疗程的化疗， 总共需要二十多万元的

医疗费。目前，小佳正在接受第二个疗程

的化疗，已经花费七万多元了。

在小佳生病前，妈妈在电子厂打工，

爸爸送外卖， 全家人的开支都靠小佳父

母。与此同时，小佳三姐妹在家里也成为

了村里的留守儿童。 小佳爸爸感叹道：

“我们也是没办法， 家里没什么工作做，

孩子才一岁多， 我们夫妻就外出了。 以

前，我们一年回一次家，一年只能见孩子

一次。 孩子跟我们都很生疏，还会问‘你

们什么时候回你们珠海家’。 我都很心

寒。现在孩子生病，我们反而能天天在她

身边。 ”

化疗对于一个 3 岁的孩子而言是很

艰辛的。“我觉得她比我们都勇敢。”小佳

爸爸说，“虽然她很怕做腰穿， 但从来没

有逃避过。 ”看着眼前这个勇敢的女儿，

小佳爸爸说：“她现在最想家了， 特别是

她妹妹。因为是同卵双胞胎的缘故，她和

妹妹无论是外貌还是性格都很像， 从小

就一直一起，幼儿园还在同一个班，分开

之后，她们都很难过。希望大家能够帮帮

我们， 让孩子早日治好病回家和妹妹团

聚。 ”

小佳牵着爸爸妈妈，一起在病区散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 信息时报爱心编织小分队

的志愿者们便完成了400多条围巾的编

织， 并完成了打包工作。 2020年12月28

日， 志愿者们六点多就到了信息时报社

搬运物资， 然后出发到英德市望埠镇初

级中学。 虽然在当地学校待的时间还不

到8小时， 但志愿者们做的事情还真不

少，送礼物、上课、家访、教研、大合唱

……志愿者们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尽

可能带给山区孩子们更多不一样的体

验，为他们多做点事情。

据悉， 该活动是由信息时报联合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于2020年11月30日发

起的2020“针心针意” 大型暖冬公益行

动，活动还得到了广东省女书法家协会、

广州和平骨科医院、 卡内基训练国际培

训机构、安利公益基金会、新世界萧邦文

化艺术培训中心、 信息时报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爱心志愿者

分队、信息时报爱心编织小分队、广州快

达国际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用毛线，教会孩子们传递温暖

在阳光下，400多名学生站在操场，

听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

学院党委书记高云坚的分享与寄语。 望

埠镇是高云坚书记的家乡， 也是他的人

生起点，他希望孩子们能够努力奋斗，创

造更美好的未来。而在这一路上，孩子们

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遇到不一样的事

情。而在活动当天，他们每一个人都收到

了一个暖冬礼包， 这个礼包里面的礼物

并不只是物品， 而是来自广州的爱心志

愿者们用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围巾，手

写的爱心卡片， 还有安利公益基金会想

要守护孩子们双手的爱心。除了礼包，部

分学生还收到了志愿者们精心准备的心

愿礼物。

除了送温暖送爱心， 今年的活动还

特意设置了传递爱的环节———请编织达

人教山区孩子们织围巾， 并且把围巾送

给自己想表达爱的人。而在此环节中，许

多学生发出了感慨：“原来织围巾这么

难， 我收到的围巾那么长， 这得织多久

呀！ ”把毛线变成围巾，虽然这个过程有

点难，但这是表达爱的一个途径。编织达

人们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去教会孩子们

简单的编织技巧，而接下来，孩子们的毛

线是否能够成为一条围巾， 然后送到自

己想表达爱的人的手中， 那就要看孩子

们的努力了！ 志愿者们用一针一线去向

山区孩子们表达自己的爱， 也希望山区

孩子们能够拥有能力， 把这份爱传递下

去。

校友故事分享，让孩子们看到希望

为了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知识，活

动还开展了8个不同的选修课，其中包括

广东省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梁

江萍、 理事杨彤以及会员陈小英为孩子

们带来的书法课，用历史知识讲书法，用

现场挥毫来让孩子们感受书法， 短短的

一节课， 让孩子们对书法有了全新的认

知。 新世界萧邦文化艺术培训中心语言

艺术项目老师、 特聘讲师陈丽銮与老师

邓冠维给孩子们带去了语言艺术课。 卡

内基训练国际培训机构讲师严海燕以及

课程顾问黄超云携手给孩子们带去了卡

内基交流课。 营创学院粤港澳分院联合

创始人，广州医科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创业学院创业导师林豫江给孩子们带来

一节关于梦想的课。 广州和平骨科医院

创伤显微手外科一区副主任王小立带领

田慧玲、 张丽仪志愿者给孩子们带来了

心肺复苏课。

信息时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

公共管理学院爱心志愿者分队的高校志

愿者们给孩子们带来了心理健康教育

课、 祖国风光分享、 师姐成长历程分享

等三个课程。 而这其中， 师姐成长历程

分享这一课， 给许多孩子带来了希望与

指引。 作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

共管理学院的一名研究生， 张雯雯回到

了自己的母校———望埠镇初级中学， 在

自己的熟悉的地方， 给自己的师弟师妹

们分享自己这一路求学的故事。 熟练的

英语口语、 大方的演讲技巧、 丰富的经

历分享……张雯雯在孩子们面前展现自

我， 希望以此去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勇

敢追梦。

家访教研，走近山区孩子的世界

山区孩子的学习、 生活的实际情况

如何？面临着什么困难？为了进一步走近

山区孩子们的世界， 志愿者们在中午期

间，分组到八个贫困学生家里家访。而在

这过程中， 志愿者们也发现一些影响山

区孩子成长的因素， 例如： 没有父母陪

伴、家长对孩子只有批评、孩子不知道为

什么要读书、孩子们安全意识薄弱……

对于这些问题， 每天和孩子们相处

最多的老师们又是怎么想的， 志愿者又

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活动的最后，志愿

者们与当地老师开展了6个议题的教研

工作，其中包括心理课、急救课、探讨课

等。

满满一天的行程结束之后， 志愿者

们坐上了回程的大巴车， 在车里分享自

己的感受。有志愿者说这几个小时，感受

最多的是他们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东西， 包括坚持与自律， 包括勤劳与感

恩； 也有志愿者觉得支教助学最重要的

是心灵上的陪伴； 还有志愿者提出不仅

要让志愿者给孩子们上课， 明年要让孩

子们给志愿者上课， 这种互相的交流和

看见，会激发孩子们更大的自信和能量。

荨

活动现场大合照。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摄

茛

孩子在学织围巾。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