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位于厦门岛东北 
部，面积 16.2 平方公里，是厦门市政务服务 
中 心及 湖 里 区 行 政 中 心 所 在地 。 2012 年 10 
月，湖里区慈善会禾山分会正式成立，在当地 
党委、政府正确领导以及市、区慈善会和社会 
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本着“依靠社会办慈 
善，办好慈善为社会”的宗旨，通过不断探索 
创新，形成“捐有渠道、救有平台、助有标 
准、帮有效应、用有监督”的发展格局，为禾 
山社会和谐作出积极贡献。两年来，禾山分会 
共募集善款 587 万元，列 支 200 多万元，有 
2100 多人 （ 户） 次困难群众受益。 

党政重视 慈善给力 

湖里区禾山街道在领跑全区经济发展的同 

时袁对慈善事业高度重视尧重点发展遥2012 年袁在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袁 湖里区慈善会禾山慈善分 

会开始筹备袁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伟宏尧办事处主 

任黄锦城等领导非常关注袁 对分会筹建的大大 

小小事都亲自过问袁 帮助协调解决慈善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遥 
为解决分会原始基金的募集袁 禾山街道办 

领导不仅带头募捐袁 还不止一次带队深入企业 

宣传慈善袁鼓励企业家们献爱心遥 在同志们的共 

同努力下袁街道上下形成浓厚的慈善氛围袁市民 

们踊跃捐款袁企业家们也慷概解囊袁在很短的时 

间内袁分会就募集了善款近 500 万元袁为禾山慈 

善分会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区慈善会洪再生会长也多次亲自下街道指 

导筹备事宜袁 与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交流自己 

的成功经验遥 而为了分会将来工作开展更顺利袁 
慈善分会成立后袁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伟宏尧办事 

处主任黄锦城还亲自担任名誉会长袁 党工委委 

员尧人大工委主任陈慈明担任慈善分会会长遥 
禾山街道为确保慈善分会高效运作和公开 

透明袁每年从街道财政拨付 10 万元办公经费给 

慈善分会袁 从而实现善款百分之百都用在救助 

困难群体上的目标遥 

创新模式 多元募集 

一是募集渠道多元化遥 善款募集袁是慈善事 

业的物质基础袁也是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难点遥 
慈善禾山分会刚成立袁 在街道范围内举办 

大型野爱心年夜饭尧温馨过大年冶慈善活动袁受到 

社会广泛支持袁 爱心企业家和社会人士皆踊跃 

捐款袁取得不错的效果遥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尧 
总结袁 现在禾山慈善分会主要是采取一般发动 

和个别动员相结合的做法袁 重点做好事业有成 

的企业家工作遥 他们在充分尊重企业家意愿的 

前提下袁主要采取四种捐献方式院第一种袁以项 

目带动捐献专项资金袁如慈善助孤尧慈善助残尧 
慈善助学等;第二种袁动员有实力的企业家捐献 

救灾专款袁由分会统一安排使用袁如灾后新村建 

设尧认捐雅安地震灾区捐款等曰第三种袁在分会 

设立野留本捐息冶冠名基金曰第四种袁通过分会设 

立善款专户遥 后两种都由双方商定袁分定向和非 

定向捐献袁定向的由企业家自定袁非定向的由分 

会统一安排袁事先征求企业家的意见遥 两年来袁 
禾山慈善分会共募集到善款 587 万元袁 已到账 

款物 465 万多元遥 
慈善事业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的袁在一定程度上说袁现代慈善是社会生产力尧 
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遥 我国现在还 

是发展中国家袁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袁因此袁 
禾山慈善分会动员社会捐献始终坚持自愿原 

则袁建议爱心人士量力而行袁有钱出钱尧有力出 

力尧有智出智袁非常重视保护人民群众的慈善热 

情和积极性袁 这种极具人性化劝捐方式深受爱 

心人士的赞许袁并感染了许多人袁让人们更热爱 

慈善事业袁所以两年来袁禾山慈善分会总能收到 

不少社会各界人士主动上门捐赠的善款遥 
此外袁在大灾大难或突发特大事件时袁禾山 

慈善分会会组织社区居民志愿者上街募捐遥 这 

样做袁不仅能为受灾的群众募集到善款袁更主要 

目的还是能扩大慈善宣传袁普及慈善意识袁激发 

人们内心的大爱遥 如厦门立达信集团多年参与 
野爱心年夜饭冶和野雨露育青苗冶项目尧厦门天地 

开发建设公司专项救助 野2.23 岭下社区火灾事 

故冶尧野激情五缘湾尧欢聚在禾山冶公益骑行专项 

慈善捐款等等袁都获得很大成功遥 
二是救助活动不间断遥 实施慈善救助项目袁 

这是做好慈善工作的重要标志袁 也是禾山慈善 

分会着力抓的重要环节遥 禾山分会除了实施一 

般常态性救助项目外袁更注重野持续性帮扶尧定 

向性救助尧公益性援助冶方式袁从而实现 365 天 

不间断恒温服务遥 比如立达信集团的 120 党员 

结对帮扶 30 名孤困儿童袁平均每 4 名党员帮助 

一名孤困儿童袁 这样做不仅不会出现偶发性缺 

位袁还能在经济尧教育乃至心理健康等各方面给 

予帮助袁从而使受助儿童快乐成长遥 同时袁禾山 

街道现有残疾人 536 人袁 这个特殊而困难的群 

体袁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尧尊重尧关心和帮助遥 禾山 

分会分别在 野国际残疾人日冶尧野全国助残日冶及 
野自闭症冶等助残日期间袁开展多场慈善助残活 

动袁 共向 287 个困难残疾家庭发放慰问金及物 

品共计 12.26 万元遥 同时袁发动企业和爱心人士 

帮扶残疾人袁 捐赠康复器材以及为残疾人提供 

培训等遥 慈善助残活动袁让辖区残疾人感受到了 

社会的温暖遥 
两年来袁 禾山慈善分会通过开展济困尧助 

学尧帮残尧安老尧扶孤等活动袁向低保户尧低收入 

家庭尧孤儿尧困难学子尧困难残疾人尧重点优抚对 

象尧 孤困儿童尧 因病致困之家等多类型对象共 

2100 多渊户冤次袁累计发放款物 200 多万元遥 

阳光慈善 社会赞誉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获得社会信任的能力袁 
也是慈善组织发展和生存的生命线遥 湖里区禾 

山分会从建会开始就建立和完善工作尧会议尧经 

费和物质管理等制度袁提出树立野和谐最美尧为 

善最乐冶的理念袁培养一种野思想解放尧开拓创 

新尧诚信敬业尧团结协力尧实干低调冶的团队作 

风袁恪守慈善宗旨袁主动奉献袁扎实工作袁热情服 

务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袁以实际行动和工作业绩 

树立良好形象袁取信于捐赠者尧取信于公众袁取 

信于社会遥 捐赠者最关注的是自已捐出的钱用 

到那里去袁用的合理不合理袁最不放心的是善款 

被挪用尧浪费和贪污掉遥 
为了每一分善款都用好袁 禾山慈善分会是 

下了一些功夫的袁 首先袁 为了能将资助的项目 
渊除捐赠者意愿外冤做好袁坚持救助项目公开调 

研制度袁每年安排两周时间深入到各社区尧村居 

实地察看袁确定需要资助的民生项目曰 
初步方案成熟后袁 再与民政尧 教育尧 卫 

生尧 残联尧 妇联尧 共青团等与基层交流较多的 

单位沟通袁 让项目尽可能是目前最需要资助的 

民生项目遥 
然后袁 资助的民生项目才能上分会会长办 

公会议研究遥 随后袁 分会会将已确定的资助项 

目尧 出资金额分别发函征求湖里区慈善总会以 

及捐赠者意见遥 
捐赠者确认回复后袁 由分会行文作为年度 

资助方案袁并报请分会理事会讨论通过遥 
到此袁 分会资助的民生项目才算是完成操 

作流程遥 同时袁整个项目实施过程袁总会都会邀 

请捐赠者进行全程监督遥 
项目实施完毕后袁由分会尧监事会尧受助项 

目主管部门组织对项目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袁 
确保把每一分善款落到实处曰 

此外袁 每年年底向在分会设立慈善冠名基 

金的捐资者渊捐赠者冤报告该分会收支结存及利 

息收入情况遥 对定向资助公益项目袁分会只搭建 

服务平台袁不收取分文管理费用袁并配合项目监 

督落实曰 
分会善款收支情况每年皆由有资质的审计 

事务所审计袁然后向社会公开遥 与此同时袁分会 

还在街道网站尧公示栏尧慈善报等载体袁将所有 

接受捐赠的数目以及项目实施情况公布袁 以方 

便公众了解和监督分会工作袁 让慈善工作在制 

度和阳光下规范运行遥 

积极创新 塑造品牌 

禾山慈善分会还特别注重慈善品牌建设遥 
随着厦门向岛内东部的发展袁 除了众多政府机 

关落地禾山街道外袁 金湖路商业氛围也日益浓 

厚袁越来越多的商家落户到禾山袁这为禾山慈善 

分会一展身手提供了重要基础遥 
经过分会领导多番研究尧 酝酿袁2014 年在 

金湖路建设厦门市首条野慈善一条街冶袁并在社 

区内发起野慈善商家联盟驿站冶活动袁鼓励商家 

去帮助社区内困难群体解决生活尧就学尧医疗以 

及突发灾害救助等问题袁尽自己的能力袁为需要 

帮助的人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袁 充分发挥社区 

互助尧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遥 加入到慈善联盟驿 

站的商家袁可获得野星级慈善之家冶爱心门牌遥 禾 

山社区慈善驿站统一制作了 野慈善联盟商家便 

民服务手册冶和爱心免费券袁困难居民凭爱心免 

费券即可享受服务或物品遥 目前袁湖里区金湖路 
野慈善一条街冶 已有 30 多个商家加入其中袁捐 

钱尧捐物尧捐服务袁传递爱心袁服务居民遥 目前袁爱 

心商家仍在持续加入遥 
禾山街道慈善超市则是另一道慈善风景 

线遥 自超市建立起来后袁辖区内低保户尧低保边 

缘户及困难家庭则可以到超市免费领取一定数 

额的生活必需品袁慈善超市每逢春节尧中秋等重 

要节日都会开展慰问活动袁2 年多下来袁现在超 

市已逐渐成为爱心人士回报社会尧奉献爱心尧推 

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平台袁 居民往往家 

里有些不太用的物品 渊如衣服冤 也捐给慈善超 

市袁让它去继续发挥功用帮助他人遥 2012 年来袁 
禾山慈善超市收到社会各界捐赠的物品价值 

43 万元袁累计为的 1600 多户次困难群众发放了 

48 万元慰问金及生活用品遥 

推广完善 慈善网络 

在区慈善会的指导下袁 分会致力于加强基 

层 慈 善 组 织 建 设 袁 在 发 展 全 市 首 家 慈 善 驿 

站要要 要禾欣社区的基础上袁 在全区率先实现社 

区慈善驿站全覆盖袁 并切实发挥作用袁 形成了 
野市尧区尧镇渊街冤尧社区冶四级网络袁实现慈善工作 
野从上到下冶再到野从下到上冶的救助格局遥 驿站 

以野自募自用尧量力而行冶为原则袁开展慈善募捐 

及救助活动袁 所募得的慈善资金专门用于社区 

内慈善事业袁及时满足困难群众的救助需要遥 目 

前袁9 个慈善驿站共募集善款超百万元袁在社区 

内营造了良好的慈善氛围遥 
其次袁 禾山慈善分会还凭借政府大力支持 

有利时机袁建立了老年人服务管理数据库尧低保 

户救助台帐尧残疾人服务管理数据库遥 通过数据 

分类袁为分会尧社区尧街道和区总会等提供信息 

共享的台帐统计遥 在此基础上袁分会联合社区志 

愿服务站袁将网格内志愿者的个人信息尧特长尧 
专业尧兴趣爱好尧志愿服务时间和困难群众的需 

求等资料录入网格管理系统平台袁 通过现代技 

术袁 可迅速将志愿者的服务意向与困难群众的 

服务需求自动适配袁在短时间内结对帮扶袁解决 

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袁志愿者结对服务后袁居民 

还可对其服务态度尧服务质量给予评价遥 这种将 

救助和服务资源信息化尧 真心为困难群众服务 

的做法袁社会各界均给予高度评价遥 
此外袁 禾山慈善分会还重视慈善志愿者队 

伍建设袁在街道党工委领导的直接关怀下袁2012 
年底成立首支由机关干部尧医生尧工人尧个体经 

营者等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袁 在日常生活和慈善 

活动中为困难群众默默奉献遥 随着禾山慈善分 

会的正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以及禾山慈善氛围逐 

步形成袁在 2013 年禾山学野雷锋冶活动期间袁先 

后组建了 13 支志愿者队伍袁 为 126 名残疾人尧 
孤寡老人以及特困户提供慈善义诊尧心理咨询尧 
健康按摩尧理发尧打扫卫生尧心理咨询等服务活 

动袁深受群众欢迎遥 

宣传慈善 多措并举 

在一定程度上说袁现代慈善是社会生产力尧 
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遥 我国现在还 

是发展中国家袁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袁动员捐 

献一定要坚持自愿原则袁量力而行袁有钱出钱袁 

有力出力袁有智出智袁重视保护人民群众的慈善 

热情和积极性遥 
分会在探索尧 创新尧 实践的工作过程中袁 

始终注重创新宣传方式袁 把握舆论导向袁 促进 

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遥 李伟宏书记提出 野做 

慈善袁 首先要有善心袁 才会有善行遥冶 为此袁 
禾 山 分 会 积 极 倡 导 野 平 等 尧 互 助 尧 友 爱 冶 尧 
野支持慈善光荣尧 参与慈善高尚冶尧 野100 万不 

算多尧 1 元钱不算少冶 等慈善理念遥 禾山分会 

先后在厦门日报尧 厦门海峡生活报等主流媒体 

上刊登 叶雷厉风行尧 爱在厦门袁 慈善志愿服务 

活动曳尧 叶禾山街道点滴善举汇成爱的潮水曳 
等大篇幅报导袁 同时编印 叶禾山慈善报曳 及慈 

善宣传画册定期宣传慈善工作动态遥 
此外袁分会主动与厦门主流媒体合作袁毫无 

保留地提供慈善活动的资料和信息袁 请他们大 

力支持袁开辟版面和专栏袁宣传重大的慈善活动 

和典型事迹袁弘扬慈善精神袁普及慈善意识袁发 

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袁 培育和树立广大民众 

的慈善理念袁使之转化为慈行善举袁促使慈善文 

化发展与繁荣遥 反过来袁繁荣发展的慈善文化袁 
又为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尧理 

论和舆论的有力支撑遥 
展望未来袁 湖里区慈善会禾山分会将继续 

怀着一腔真诚袁用仁爱慈善之心袁用行善积德之 

举袁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袁为构建美丽禾山尧幸福 

湖里做出新的贡献遥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伟宏 

禾山分会会长陈慈明渊右一冤入户慰问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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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贫 济 困 爱 满 禾 山 
要要 要厦门市湖里区禾山慈善分会工作侧记 

阴 本报记者 林炳辉 通讯员 陈筱婷 

湖里区慈善会禾山分会开展慈善宣传活动 

慈善一条街揭牌仪式 

野雷厉风行袁爱在厦门冶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特困户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