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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湖一乡贤简办寿庆 捐资 185 万元助力公益
【新闻事件】2018年2月1日，石
湖乡贤蔡淑敏女士迎来八秩荣寿，
但老人及其儿子纪世贤响应政府新
风行动号召，移风易俗，寿庆从简，
带头热心参与社会公益，纪世贤先
生代表蔡淑敏家族分别向石狮市慈

善总会、市回促会、石湖小学校董
会、石湖村和锦江村老年协会等捐
款共计 185万元，用于支持教育、老
年、慈善、文化等社会公益事业发
展。
【延伸】闽南民俗中为50岁以上

的老人做寿是一件大事，过去，张灯结
彩，大操大办，以示孝心。随着文明新
风、移风易俗活动的不断引向深入，简
办寿庆、捐资公益，在石狮已由一种新
风尚变为新常态。搜索本报过去两年
的有关报道，少则捐资三五万，多则上

80 万元善款！为 3 岁孩童照亮生命之路
【新闻事件】2017年12月5日，小
【延伸】2017年 5月 8日，永宁镇 王义侠夫妇不得不通过本报向社会
辉熠正式进仓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下宅村王义侠、蔡双双的儿子王辉 求助。本报报道了小辉熠身患白血
并于当年12月19日回输造血干细胞， 熠被确诊患有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病却缺少治疗资金的遭遇，社会各
2018年1月6日出院。
面对至少高达 60万元的治疗费用， 界为其捐款80多万元。类似的救助

暖心！两代人收留流浪汉长达 30 余年
【新闻事件】在宽仁菜市场，开猪
肉铺的阿婆许玉兰及两个女儿两代
人，接力收留一名流浪汉“阿憨”长达
30余年。若不是2018年3月份一场

【延伸】据传，在古代许多人被流
突如其来的车祸，让“阿憨”的生活再
次陷入危机，凤里派出所民警在查询 放至宽仁，久而久之五湖四海的人齐
“阿憨”身份时，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这 聚这里，为了更好地生活，形成了“入
宽三日即宽人”的传统，大家彼此原谅
么一个暖人的爱心故事。

百万。简办寿庆的目的不是为了个
人，而是为了做更多的社会公益，不仅
得到亲人的支持，赢得了邻里的赞誉，
更令社会为之喝彩。
【点评】简办寿庆助公益，新风拂
面润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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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爱心汇聚，让患病孩童重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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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得失，宽容待人生活在宽仁。
而“宽仁有爱”亦是石狮这座爱心城市
的一个缩影。
【点评】人心向善，社会向善！

石狮市推出助残暖心系列服务认捐活动
【新闻事件】2018年5月20日是第
28个“全国助残日”。石狮市残联秉持
“尊重、体恤、礼遇、关爱”的人文精神，
推出“聚焦残障，汇集爱心”系列行动，
引导社会各界关爱残疾人，得到石狮

各民主党派和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
捐款数额十多万元。
【延伸】石狮目前共有残障人士
12000余人，市残联在政府实施的普惠
保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构建党派、社

团、爱心人士，多渠道、多形式的关爱
残障机制，在全市开展“情暖四季”、
“结穷亲暖民心”帮扶、居家“小康暖
心”、“星星儿童关爱”、辅具适配助捐、
爱心小店创业扶助、日间生活照料定

制服务、环境安居提升等八个主题服
务行动，切实帮助残障人士排忧解难，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
【点评】精准扶残助残，为残疾人
撑起一片蓝天。

蔡加渐、
陈省华夫妇获评
“2017 年度感动福建十大人物”
【新闻事件】2018年 5月 25日,
“2017年度感动福建十大人物”评选
揭晓：缔造“净滩神话”的七旬夫妇
蔡加渐、陈省华名列其中。由其领
衔的石狮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服务
队，3年清理当地海滩垃圾 750吨，

并吸引带动来自企业、学校、政府机
构、社会团体及村（社区）的各类志
愿者达数千人支持并参与净滩行
动，让祥芝东大垵海滩重现碧海银
滩。
【延伸】在石狮，越来越多的环

保公益团队、志愿者队伍及普通市
民通过各自的努力，来关心呵护我
们的生态环境，为生态文明建设献
策出力。除了石狮祥芝美丽海岸志
愿者服务队，还有石狮市生态环境
保护局青年环保志愿服务队、石狮

市阳光太太志愿者协会、蚶江镇海
丝文化保护志愿服务队等，他们积
极参与生态环保志愿服务活动，助
力生态文明建设。
【点评】环保公益行动，呵护“绿水
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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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街头现
“爱心冰柜”环卫建筑工人免费喝
【新闻事件】“爱心冰柜”有了 建筑工人、外卖和快递小哥提供冷 心馒头店”，到“免费午餐”“爱心捐衣 现”，有的坚持不懈，至今仍传递着温
“石狮版本”。2018年 7月 31日下 饮。
墙”“ 狮城奉茶站”，再到“爱心冰柜” 暖阳光。
【延伸】石狮这座城市从来不缺 “免费共享餐”，石狮民间草根公益形
【点评】即使是“昙花一现”，也能
午，石狮住好酒店门口，也添置了
这样一台冰柜，免费向环卫工人、 乏爱心亮点。从闻名全国的“永恒爱 式不断推陈出新，有的只是“昙花一 绽放异彩。

石狮市慈善总会换届
【新闻事件】2018年9月5日是第 事会会长。
【延伸】在换届筹备期间，石狮市
3个“中华慈善日”。石狮市慈善总会
举行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二届理 慈善总会换届筹备领导小组、中共石
事会就职仪式，李丽月荣任第二届理 狮市委文明办、中共石狮市委社会工

作部、石狮日报社向社会各界联合发
出了《涓涓暖流 厚德石狮》的倡议
书。石狮市慈善总会创建了官方微信
公众平台，会员报名实行线上线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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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不忘初心，善行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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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跨国回乡义诊：
“中国人要爱中国人”
【新闻事件】2018年 9月 28日 9
时，祖籍石狮的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
家、英国皇家医学院院士高武图，利用
回乡参加世界石狮乡亲恳亲大会之
机，联合石狮市慈善总会、石狮日报社

举办义诊活动，为石狮乡亲驱除病
痛。当日，有20多位患者在家属陪同
下慕名前来就诊。
【延伸】从英国曼彻斯特到中国
石狮，漂洋过海，相隔万里；从2015年

至 2018年，不足四年，三次义诊。面
对心怀感激的乡亲们，高武图博士
说：“ 我是中国人，我的家在石狮，中
国人要爱中国人，石狮人要爱石狮
人。”虽长年身居海外，但时刻心系家

乡，高武图博士表示，自己的这次义
诊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海内
外石狮人继续为家乡发展献策出力，
为石狮乡亲排忧解难。
【点评】跨国义诊，赤子情怀！

重阳节前 16 对
“夕阳红”
圆了婚纱梦
园举行，16对老人披婚纱、忆爱情，重
温年轻时的浪漫，弥补了结婚时没拍
过婚纱照的遗憾。
【延伸】“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对老一辈人来说，拍婚纱照是件很奢

侈的事。一场公益爱心摄影活动，拍
出的不仅仅是精彩照片，更定格了老
年人生命中的重要幸福时刻。值得一
提的是，这场公益活动唤起全社会对
于孝亲敬老问题的再度关注，激发全

祥芝渔港救援协会志愿服务项目获全国金奖
【新闻事件】2018年12月1日，在
第33个“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第
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
2018年志愿服务交流会在四川德阳举
行。通过公开评审和路演答辩，由石
狮团市委、石狮市祥芝渔港救援协会

选送的“海上遇险专业义务救援”项
目，从全国590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中
脱颖而出，获评金奖。
【延伸】石狮市高度重视发展志愿
服务事业，在石狮市志愿者联合会的
旗帜下，全市拥有“阳光太太”志愿者

协会等特色志愿者协会数十个，服务
于扶危济困、扶老助残、海上救助、环
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志愿服务力量实
现常态化向专业化的跨越。石狮市祥
芝渔港救援协会的“海上遇险专业义
务救援”项目自开展以来，已成功开展

社会关爱老人行动的参与热情，活动
得到了社会各界10余家爱心单位、团
体的大力支持。
【点评】关爱老年人群体，留住“最
美夕阳红”。
52次救援行动，成功救助触礁或发生
火灾等各类受困渔船，为渔民群众挽
回直接经济损失近780万元，救助被困
人员42人。
【点评】志愿服务，从一拥而上到
专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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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2018年10月14日，重
阳节来临之际，由石狮日报社和泉州
一元公益团队共同主办、石狮市园林
环卫管理处协办的“一元爱心摄影 定
格最美‘夕阳红’”公益活动在龟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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