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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获得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的“爱
助事实孤儿”项目同样与孩子有关。

“事实孤儿”，又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指那些未满18岁，父母没有双亡，但家庭没
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育的孩子。

今年8岁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的陵水女孩
小如意（化名）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孤儿”。她
的父亲4年前意外身亡，母亲患有精神疾病，
如今和69岁的奶奶相依为命。婆孙俩仅靠
着政府的低保补贴和高龄补贴维持生计，孤
苦无依。

见到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时，小如意

的奶奶忧心忡忡：“我年纪大了，以后小如意
怎么办？”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小如意好好读
书，将来考上大学，能独立过上好生活。

意识到“事实孤儿”群体的困境后，2014
年，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发起“爱助事实孤
儿”项目，通过“爱助成长”“阳光亲人”“爱助
梦想”三个板块，分别为事实孤儿提供助学激
励金、心理评估及陪伴抚慰，针对受助孩子的
个性化需求，匹配物资包裹和改造家庭环境,
帮助他们全面健康成长。

2015年3月,“爱助事实孤儿”项目子项
目“海南事实孤儿大病意外保险项目”获国家

民政部“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
务项目”立项支持，全国近20个省（区）的合
作机构和志愿者献上爱心，温暖孩子们的成
长历程。

2021年5月，“爱助事实孤儿”项目在支
付宝公益平台累计筹款突破1亿元。截至
2021年9月，该项目已经拓展至陕西、广西、
宁夏、云南等全国24个省（区），建立了11个
省（区）的“事实孤儿”云上数据库，103家合
作伙伴参与项目执行，公益平台大众募捐达
3458万人次，善款累计支出超过8976万元，
累计资助22671名“事实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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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陪伴
提供助学激励金、心理评估及陪伴抚慰，累计资助22671名“事实孤儿”

受海南成美慈善基金
会“童声飞扬”乡村音乐教
育项目资助的孩子们准备
登台表演合唱。

“情暖少数民族女孩”“爱助事实孤
儿”“童声飞扬”“有爱无疾”……一个个关
注孩子成长的慈善项目，是海南成美慈善
基金会2010年成立至今实施的180个项
目的缩影。

11年间，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的爱
心足迹，遍布全国各个省份，并延伸至尼
泊尔、几内亚等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公益
项目涉及扶贫济困、健康医疗、乡村教育、
社会创新等多个方面。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全国共有
3.96亿人次通过该慈善基金会捐款，基金
会累计支出善款3.62亿元，直接受助42
万人，间接受益180万人。

11年间，从1到3.96亿，数字背后是
海南这家本土公益慈善组织的蓬勃生机，
也是五湖四海的爱心汇聚。这股慈善的力
量，足以抵御严寒、战胜贫困、抗击灾难。

如今，许多受助的孩子长大成人，慈
善项目仍在持续开展。

“未来，成美将继续发挥慈善力量，充
分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及海南自
贸港建设中，做社会组织制度创新的探索
者，汇聚更多爱心，推动社会更快更好发
展。”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理事长蒋会成
表示。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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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来自远方的善
意，穿越崎岖的山路，送
来温暖人心乃至改变命
运的希望……这是一种
名为“慈善”的爱的力量，
如今正在海南这片热土
上蓬勃生长。

2021年9月5日，是
我国第六个“中华慈善
日”，当天，全国182个爱
心个人、爱心团队、捐赠
企业、慈善项目和慈善信
托获得民政部颁发的第
十一届“中华慈善奖”，其
中“爱助事实孤儿”慈善
项目来自海南。

“中华慈善奖”每两
年评选一次。在2018年
的第十届“中华慈善奖”
的表彰中，我省的“情暖
少数民族女孩”慈善项目
榜上有名。

获得两届我国最高
规格慈善奖项表彰的背
后，是海南本土慈善公益
力量逐渐形成品牌、叫响
全国的真实写照。陕西、
广西、宁夏、云南等全国
24个省（区）的无数受助
者，感受到了来自大海之
南的融融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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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本土公益慈善组织生机勃勃，
五湖四海爱心汇聚

改变命运的机会
8947名少数民族女孩获得奖助学金、靓志课程等多元化教育支持

“爱助事实孤儿”项目和“情暖少数民
族女孩”项目，发起方均为海南成美慈善基
金会。

其中，“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开始于
2011年7月1日。当时，在一些少数民族贫
困地区，女孩初中毕业后，不少家长不愿继续
送她们上学，这些女孩大多面临两种选择：结
婚生子，或者外出打工。即使国家承担职校
学生在校3年的学费，仍有不少贫困家庭承
担不起孩子在校期间的生活费。就这样，很
多女孩在人生最宝贵的年华，错失了读书改
变命运的机会。

几年前，在屯昌县南坤镇，海南成美慈善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初次找到黎族女孩小庆
（化名），过程颇为坎坷：爬过崎岖的山路，驶
过没有护栏的江边堤坝。“如果遇到暴雨天
气，堤坝根本过不了，这是出村的唯一道路。”
当地村民说。

小庆一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父亲在家
务农，母亲在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打零工，家
中还有弟弟妹妹需要照顾。虽然当地政府
帮小庆家盖了房子，也给了孩子上学的补
贴，但是为了弟弟妹妹能够安心读书，她有
了辍学打工的想法。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为小庆提供了奖
助学金、靓志课程、女童深造基金等多元化

的教育支持。
在全国各地，不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大

龄女童都像小庆一样，借此获得职业教育的
机会，学到了文化知识，就业有了保障。

十年间，“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把源
源不断的关爱和温暖，从海南拓展到西藏、贵
州、新疆、宁夏、青海、重庆等12个地区，设立
项目点44个，来自学校、妇联、教育部门、媒
体、高校社团和非政府组织等合作伙伴直接
参与了项目行动。

截至2021年9月，该项目累计支出善款
约4629万元，共资助8947名少数民族女孩
就读护理、药剂、学前教育、酒店管理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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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省委多措并举提升新时代少先队工作育人成效

吹响红领巾集结号 谱写少先队工作新篇章

海南少先队员在“中国（海南自贸港）青年筑梦大道”红领巾主题广场举行
升旗仪式。 （受访单位供图）

9月25日上午，由团省委、省少工委
牵头，联合省史志馆、海口市少工委举办
的少先队员党史教育专题系列活动在

“中国（海南自贸港）青年筑梦大道”红领
巾主题广场启动。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胸前飘扬着红领巾的数百名少先
队员，迎着朝阳行队礼，表达对伟大祖国
的热爱，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我们要做具有‘健康阳光、好学上
进、勤劳诚信、文明朴实’海南特色印记
的好少年好儿童，长大后要报效祖国，回
报家乡！”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
在场少先队员纷纷表示，将用实际行动
抒发爱国心、报国情，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浪潮中扬帆破浪，逐梦前行。

星星烁新天，火炬耀前程。今年以
来，团省委坚守初心，锐意进取，以深化
少先队改革、丰富主题教育载体、增强少
先队员荣誉感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扬少
先队的优良传统，沿着新时代少先队工
作的发展方向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
高团结、教育、引领、服务少年儿童的能
力和水平，坚定不移地推动新时代少先
队事业实现新发展，有力提升少先队工
作的育人实效。

高扬火红旗帜 服务少年成长

“80年前，日寇猖獗之时，海南岛上
诞生了一支英雄的红色少年连。这群海
岛少年紧握着复仇枪支，屡屡痛击日寇。”
每周六，由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少先队员
们组成的“红领巾讲解员”团队，都会在省
史志馆为参观者讲述琼崖革命斗争“二十
三年红旗不倒”的艰苦奋斗史。“红领巾讲
解员”的讲述自然流利，声音抑扬顿挫，讲
解动作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与此同时，琼山区云龙镇中心小学
以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为依托，创新
推出“红志小导游”志愿服务项目，充分
挖掘当地红色教育资源，培养志愿义务
讲解员。“自从孩子成为‘红志小导游’
后，在家常给我们讲述解放海南岛的故
事。”学生家长张会锦表示，希望从小培
养孩子的爱国精神，将红色精神融入到
家风建设当中，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精神。今
年以来，团省委以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为

契机，立足海南红色教育资源优势，通过
党史学习、讲解与语言艺术、讲解礼仪知
识等内容培训，鼓励少先队员走进海南
革命遗址旧址、博物馆、纪念馆“打卡”，
推动各市县少先队组织开展“红领巾讲
解员”活动。这是引领少年儿童“扣好第
一粒扣子”的生动实践，通过讲解活动让
更多少先队员铭记党的光辉历程，让爱
国爱党的精神融入少年儿童的血脉里。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3210名少先队员
注册“红领巾讲解员”。

“红领巾爱学习”线上主题队课、“红
领巾心向党”主题中队会、“暑假10课”
线上党史专题队课……今年以来，海南
少先队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
少先队员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打造了一系列主题丰富、内容深
刻、贴近时代的活动，引导少年儿童接过
革命前辈的接力棒，争当学习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小模范。截至目前，
全省累计有25982个中队，350万余人
次参学。其中，“红领巾心向党——红领
巾巡讲团成员讲党史”“国兴筑梦·童心
向党——红领巾讲解员陵水县苏维埃政
府旧址专场”系列直播活动，累计观看2
万余人次，点赞量达21万。

2021年，海南少先队改革取得明显
成效，少先队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断增
强，少先队员光荣感和先进性进一步彰
显。诵红色经典、到果园采摘、到田里
播种……一系列活动在少先队中产生
了热烈反响。随着“社区青春行动”“书
信手拉手 结对子”、教育研学公益营等
主题活动的广泛开展，“红领巾心向
党”、冬令营等品牌活动影响力的持续
深化，丰富了少先队员课外生活，让孩
子们在实践磨砺中增长才干、历练本
领，引导少年儿童敢于有梦、勇于追梦、
勤于圆梦。

此外，暑假期间，在团省委指导下，各
级少先队组织充分发挥少先队校外实践
教育营地（基地）和少先队校外辅导员作
用，组织少先队员在校内外开展思想性
强、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少先队实践活
动，帮助队员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
充实的假期。据统计，今年暑假，我省各
级少先队组织共开展“暑假公益托管班”、

夏令营、开放日等近百项活动，服务少先
队员3.6万人次，覆盖全省各市县，切实丰
富少年儿童的暑假生活。

打造活动品牌 丰富教育内涵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
先辈的光荣传统……”队旗飘扬、队歌嘹
亮，鲜艳的红领巾让一代代少先队员铭
记。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2周年之
际，海南少先队将积极开展由“3个一
百”系列活动、“2个特色”主题活动和“1
个线上”学习构成的“红领巾飞扬·共筑
少年梦”2021年“十·一三”系列活动。

“共读党史读物”“学唱爱党歌曲”“致
敬党员先锋”“感悟伟大贡献”等“百年辉
煌 千校共庆”主题队日活动，增强少先队
员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文化自信的情感体
验；市县百名红领巾讲党史活动，引导少
先队员争做新时代好队员；“百名少先队
先锋风采展示”，展现海南青少年朝气蓬
勃、积极向上的新时代精神风貌，在红领
巾中加强榜样的力量……“3个一百”系
列活动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短视频
等新媒体平台，深入各类学校、社区、青少
年宫、博物馆、图书馆、革命历史教育基地
等场所，引导广大少先队员立志向、修品

行，从小培养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的情怀，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
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2个特色”主题活动中的全省少先
队大队辅导员素质技能训练营，将增强
少先队辅导员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引向
深入，通过常态化开展全省少先队大队
辅导员（骨干）培训、党史主题优秀少先
队活动课大赛、全省少先队辅导员技能
大赛等，优化少先队工作管理，提升少先
队活动质量，激励广大少先队辅导员热
爱少先队工作，致力打造学校少先队工
作特色品牌。此外，特色活动“红领巾筑
梦之旅研学专列”，以“中国（海南自贸
港）青年筑梦大道”青少年动员引领服务
平台为依托，通过开展全省红领巾筑梦
之旅研学活动，促进青少年加强学习交
流，激励广大少年儿童未来在海南自贸
港发展中主动担当作为。

“1个线上”学习将围绕“十·一三”少
先队建队纪念日和党史学习等主题，通过
全省少先队组织，开展少先队员“红领巾爱
学习”线上专题学习活动，谈心得、聊体会、
促提升，真正让少先队成为培养少年儿童
健康成长的红色摇篮，团结、教育海南广大
少年儿童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和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时代新人。

加强思想引领 激发队伍活力
今年2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公布。
团省委第一时间组织少先队工作者、少
先队辅导员代表交流学习成果，探讨新
时代海南少先队建设的工作方向，并明
确少先队“红色引领”“强基固本”“活动
拓展”“素质提升”四大工程建设。

新时代的号角铿锵嘹亮，催人奋
进。“迎着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
的春风，海南红领巾事业将踏上崭新
征程。在新时代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
下，我们将引领和服务好全省广大少
先队员成长成才，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培养人才。”共青团海南省委书记陈屿
表示，团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把服务少
年儿童健康成长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顺应新形势，探索新路
径，完善机制建设，坚持典型引领，与

全社会一道，共同肩负起培育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神圣使命。

在今后的工作中，团省委将紧紧围
绕海南自贸港建设目标，讲好“四史”故
事，讲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故事、讲好海南自贸港建设故事，大力
弘扬琼崖革命精神、特区精神和椰树精
神，大力培养少先队员对党和社会主义
祖国的朴素情感，引导少先队员从小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海南
的发展、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从小做好全
面准备。

在推进新时代少先队组织改革创新
方面，团省委将与相关单位合作，构建覆
盖广泛、动员便捷、校内外有机衔接的少
先队组织体系和覆盖队前教育、队中培
养、团队衔接的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塑
造新时代少先队组织文化，深入挖掘“六·
一”“十·一三”建队日等少先队重大节庆
日的教育内涵，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贯穿于少先队教育活动之中。

在推动新时代少先队社会化发展方
面，团省委将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史志
馆等各类文化场馆、社会资源，建设少先队
校外实践教育营地（基地），积极开展以红
色文化、海洋文化、黎苗文化和华侨文化等
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加强少先队网上活动
阵地建设，建好用好“中国（海南自贸港）青
年筑梦大道”青少年动员引领服务平台，实
现少年儿童实践教育服务体系全岛覆盖；
加强与港澳台少年儿童组织、机构的交流
合作，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少年儿童组织、机构
的友好交往，打造国际化实践活动品牌。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中华民族
的希望。下一步，团省委将在省委和团
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发挥少先队在政治
启蒙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实践育人等
方面的独特优势，抓好思想引领、组织教
育、融情实践，推进少先队改革再出发，
服务引导海南少年儿童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团结、教育、引领少先队员健康
成长，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时刻准备
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时刻准备着。

（撰文/沈安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