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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仙游县盖尾中学建校 60周
年庆祝活动中，洪杰、王加步、张金华等一批热心校
友及仙华村、盖尾村和前连村奖教助学协会为母校
捐赠240万元，助推学校发展。

位于盖尾镇宝峰村的盖尾中学，近年来教学质
量得到显著提升，2014年顺利跻身“福建省二级达
标学校”。学校坚持“不求人人升学，只愿个个成
才”的办学理念，为国家培育了成千上万的合格人
才，涌现出象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激光
研究会会长阎大鹏、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少媛、
全国“三八”红旗手李美和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优
秀人才，并先后获得教育部“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
动优秀单位”、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实验校、
省级“文明学校”等荣誉称号。

一直以来，盖尾中学毕业生素有爱校传统，目
前有很多标志性建筑是校友捐建的，如新校门、塑
胶运动场、孔子雕像等，校友还设立百万基金奖教
奖学，累计有上百位热心校友无私捐款捐物达780
多万元。如该校 85届校友、此次捐赠 100万元的
民营企业家洪杰感恩反哺，持续添砖加瓦助力母校
发展，除了先后2次累计捐资180万元修建学校新
运动场等校园建设外，还在2010年、2015年两次
均出资100万元设立了“三棵树奖教基金”，每年拿
出 20万元奖教奖学；许锦荣等校友捐资 300多万
元为母校建成新校门、塑胶运动场等；校友王加步
捐赠30万元为全校老师购买校服。 （陈国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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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25日，石狮市教育
基金会港前丽珠教
育专项基金捐赠仪
式在石狮市锦尚镇
港前村委会举行。
石 狮 市 政 府 办 公
室、锦尚镇政府、石
狮市教育基金会、
石狮市陇西文史研
究会、石狮市陇西
李氏中青年理事会
等单位主要负责人
出席并见证捐赠仪
式。

石狮市教育基金会港前丽
珠教育专项基金由港前村委会
主任李进泰发起捐赠。作为港
前村主任，也是事业有成富有爱
心的企业家，李进泰一贯热心家

乡公益事业，积极带领村民共同
致富。李进泰夫妇在儿子李祥
煌结婚之际，带头响应石狮市政
府移风易俗的号召，简办婚宴，
慷慨捐资 200万元成立港前丽

珠教育专项基金。
同时李进泰还分别
捐赠石狮市陇西文
史研究会 5 万元、
港前村老年协会 5
万元、港前李氏宗
祠 1 万元、港前中
青 年 联 谊 会 1 万
元，这一善举受到
了 石 狮 市 民 的 称
赞。

港前丽珠教育
专项基金将由石狮
市教育基金会统一
管理审批发放，本

着帮助港前村学子成人成才的
宗旨，广泛开展奖励品德兼优学
子、提供临时困难补助、长期资
助 低 保 户 子 女 就 学 等 公 益 事
业。 （卢俊杰）

石狮港前“村长”简办儿子婚宴

捐资200万元设立教育基金

位于建瓯城区的雨花斋素食餐馆，
以免费闻名，每天为近百人提供午餐。
在这背后，是一颗颗爱心和责任心在支
撑，是一群专注雨花斋事业的人们在默
默奉献。

一起奉献爱心，收获感动

“以后有水、电方面需维修的叫上我，
我会修。”63岁的志愿者罗启双对雨花斋
素食餐馆志愿者邹亚玲说。罗启双与妻
子宋道秀都是雨花斋的志愿者，像这样夫
妻双双来当志愿者的目前就有6对。

目前有 80多位志愿者在为免费餐
馆义务服务，创办以来已有近 200人到
这里参与过志愿服务。每天上午有3批
志愿者分别在不同时段参与买菜、切菜、
煮饭、打饭、接待、卫生整理等。

“其中一位42岁姓名为周建峰的志
愿者每天清晨6点就会到雨花斋。今年
以来又有 10多位志愿者加入。越来越
多的爱心市民给雨花斋捐款、送来大米、

青菜、食用油等。”邹亚玲介绍，雨花斋
2017年4月6日创办以来她一直在从事
志愿服务、充当日常运转协调人角色。

“建瓯是一个温暖的城市，有这么多爱心
人士，我对免费餐馆的长期坚持下去充
满信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我们要把免
费餐馆创出品牌，创出特色。”

老少互助，传递社会文明温暖

雨花斋不仅仅是个餐馆，也是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在建瓯，已经有越
来越多公益组织将目光对准老年群体，进
驻社区，为孤寡老人、低保户老人、五保户
老人和残疾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帮老
人打扫卫生，陪同外出散步等等。

雨花斋的志愿者们也关注了一部分
的老人群体，他们按时都会给一些孤寡
老人送餐上门，并且帮助老人理发、整理
卫生等。

“上门送餐服务对象的老人已有几位
去世，目前每天中午为 5位老人上门送

餐。我从去年11月开始负责送餐。做善
事，在骑车时感觉特别有劲，不会感到累。
吃送餐饭的老人也很感激大家的好，非常
开心。”今年50多岁的志愿者黄小妹说。

在服务的过程中，也有不少老人被
雨花斋的行为感动了，出力出物，支持雨
花斋的善举。

“我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后
当过铁道兵。我今年已90岁了，起初我
是因方便来这里吃饭，也给些饭钱，后来
在大家感染下也当起了志愿者，现在天
天都会来帮忙。”黄世贞是雨花斋目前年
纪最大的志愿者。为感谢老人的倾情帮
助，雨花斋的志愿者在7月3日为他单独
办了一个 90岁庆生会，给他买蛋糕、煮
长寿面、戴生日帽、送生日花、唱生日歌，
送上大家的祝福。

雨花斋每隔几个月，都会给最近几
个月生日的志愿者举办俭朴而又热闹的
庆祝活动，增强志愿者荣誉感，费用由志
愿者一起出。“现在，雨花斋对每一位

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时长都有规范的记
录，专人负责，统计后报到市文明办，并
录入全省志愿者相关服务记录系统中。”
邹亚玲介绍说，做志愿者很快乐，内心很
充实，这是金钱买不到的。

免费餐馆为困难群体提供帮助，倡
导社会友爱互助精神，弘扬传统孝道文
化，宣传教育大家礼貌待人、尊敬长辈，
并推崇“光盘行动”、节俭理念。一些老
人因子女关心不够到这里吃饭，得到大
家关心帮助，有的子女也被感染，悄悄送
来大米支持“爱心厨房”。

“今年 1月去世的一位老人留下遗
言，说雨花斋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让
其子女捐 2000元。其子女还送来 500
公斤大米。志愿者大家出工出力，让弱
势群体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志愿者邵志
荣说。

在这老一辈与年轻一辈的互助与感恩
中，建瓯正展现出一座古城的气质与风度，
变得愈发温暖、美好。 （范小辉 倪荣旺）

建瓯志愿者建瓯志愿者：：爱心托起免费餐馆爱心托起免费餐馆

本报讯 10月26日，“听力
重建、启聪行动”十周年研讨会
在厦门长庚医院举办。

“听力重建、启聪行动”项
目（简称“启聪行动”）是一项由
台湾台塑关系企业向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人工耳蜗的
公益慈善项目，其创办人是台湾
经营之神、长庚纪念医院董事长
王永庆。20世纪 90年代末，王
永庆回祖籍地福建省安溪县探
亲，发现不少听障儿童因难以承
担人工耳蜗的巨额费用，得不到
及时的救治，最终成为聋哑人。
为此，王永庆本着“发现一个，救
助一个”的初衷，自2005年起向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人
工耳蜗，启动“听力重建 启聪行

动”项目。
据介绍，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难度极大，医生可以操作的空间
只有 1至 3毫米，而在为一些颜
面神经畸形的患儿手术，还存在
面瘫的极大风险。自 2009年 9
月，由厦门长庚医院人工耳蜗植
入专家卓明英教授成功完成福
建省第一例“启聪行动”的人工
耳蜗植入手术，至今 10年来，卓
教授已为超过1000例听障患者
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回顾 10年慈善之路，王永
庆先生的慈善行动，推动了全社
会对听力障碍的关注。如今国
家政策保障和技术进步与当年
不可同日语，政府、行业、社会团
体积极参与的听力障碍患者援

助项目越来越多，基本做到了
“发现一个，救助一个”，实现了
听障儿童公益救助的全覆盖。

今年 8月，继获得董家鸿院
士工作站、全国人工耳蜗定点医
院、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等荣
誉之后，凭借显著治疗效果而声
名远播的厦门长庚医院，正式获
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卓明英
教授表示：“我们虽然不是公立
医院，但也承担耳鼻喉人才培养
的重任，我院是福建省耳鼻喉专
业的住培基地。医院是清华大
学医学院、福建医科大学、厦门
大学医学院、厦门医学院的教学
医院，我们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
系统性人才，培养更多人工耳蜗
事业的‘接班人’。” （许丹）

厦门长庚医院连续10年开展公益“启聪行动”

为1000例听障患者做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常山“光彩助学”“牵手”57名寒门学子
“希望你们好好读书，学有所成，将来有能力时也能回馈家乡

建设。”日前，漳州常山开发区工商联主席郭义龙如是说。
今年常山有吴蓓端、汤可纯等4名新入学的贫困大学生从企

业家手中接过每人2800元的助学金。该活动启动7年来，已发放
助学金12.68万元，共有57名寒门学子受益，体会到社会的温
暖。图为常山工商联主席郭义龙发放助学金。 （张桂虹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