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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教育局在“七彩德育+
志愿服务”整体架构下，以常州市学生
志愿服务联盟为载体，引导广大青少年
学生积极投身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亲身
体验志愿服务精神。

今年暑期的“常爱童心”爱心图书
义卖公益活动就是系列志愿服务之一，
通过该活动筹集的图书义卖资金将帮
助救治我市先心病儿童。

此外，多个青少年社会实践志愿服
务系列活动也在陆续开展中，全市数万
名学生将以志愿者身份经历不一样的
暑假生活。

“童心守护365”志愿服务项目，为
患病儿童带来陪伴和关爱。“门诊导

医”、“天使之家”爱心陪伴、“童童故事
汇”“制剂室帮班”以及“病房学校”等系
列志愿服务内容，把爱心播撒在医院门
诊和病房，传递温暖的正能量。

“保护母亲河，争当河小青”志愿服
务，通过开展节水护水、巡河护河、河水
检测、河岸保洁等，传播绿色理念、践行
绿色生活、助推绿色发展。

“爱邮梦想·圆梦行动”志愿服务，
为患病、贫困儿童点燃希望的焰火。学
生担任爱心邮递员，参与爱心包裹的包
装以及配送活动，在去学校赠送包裹的
时候以节目或者活动为载体，开展节日
文化志愿服务。

“厨余化春泥”垃圾分类宣教志愿

服务活动，助推绿色发展。学生们通过
回收厨余垃圾、将垃圾发酵成为有机酵
素肥料、最后用于农产品和花草树木的
灌溉，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加强学生
参与环保实践活动的能力。

“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结对社
区、敬老院，看望慰问老年人，用行动倡
导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文明风尚。

多年来，常州市教育局以“爱常
州·传文明”为主题，采取集中行动和
常态服务结合的模式，深入开展扶贫
济困、助老助残、社区服务、生态环保、
网络文明、文化建设等志愿服务，形成
了一批具有市级影响力的学生志愿服
务品牌。

数万名学生假期积极投身志愿服务

活动现场，小志愿者们与支持义卖
活动的人一起分享爱心传递的喜悦，在
浓浓爱意的包围下，他们都有很深的感
触。

紫云小学四（3）班徐妍同学说：“我
真的特别荣幸能参与这次图书义卖公
益活动，为先心儿童贡献自己的一份爱
心。我们是少先队员，少先队员的荣誉
告诉我，要尽可能地去帮助那些急需帮
助的孩子，为他们送去希望。要让他们
感受到社会公益力量的存在，世界的美
好。常爱同心，与爱同在。”

常州市花园中学七（1）班的孙岩同
学说出来自己参与过程中的真实感悟，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我不仅收获了成
长，更加收获了感动，看到那一本本书
从自己手中被买走，想到帮助小朋友就
多了一份希望，心中总有一种骄傲和幸
福的感觉，无形中自我的存在价值也得
到进一步提升。它将是我初中生活中

珍贵的一次回忆，我也不会忘记自己作
为一名青年志愿者的光荣和使命！”

钟楼实验小学四（12）班的唐昊聪
表示，他和同学们都希望能用这微薄的
力量帮助困难的孩子们踏上他们的求
学之路。相信大家点点滴滴的爱心，将
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暖流，流向每一位需
要帮助的人，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此次活动还得到了家长们的大力
支持，他们身体力行，给孩子们起到了
优秀的榜样作用。

北郊高中王燕如的妈妈这样说：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体会到了每一分钱
的来之不易，更让他们明白了自己对社
会的一份责任，让他们懂得了奉献的意
义。通过本次活动，也增进了我们亲子
之间的关系。”

华润小学志愿者家长刘思彤爸爸
认为：“这次活动一方面是为先心儿童尽
自己的一份力，更有意义的是在义卖中

培养孩子的爱心，这份对他人不求回报
的关爱，这对他们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带队教师们在活动中，看到了学生
的成长。

常州市正衡中学团委潘丽兰老师
说：“在这样的活动中，我看到了同学们
不一样的一面，大家为了奉献爱心，在
活动中出谋划策、热情洋溢地介绍自己
推荐的书籍和公益项目。孩子们的热
情，让人们多了一份驻足，让书籍可以
流转，也让世界多了一份温暖。同时，
我看到了孩子们的耐心、爱心和责任
心，也欣喜地看到了他们的成长。”

华润小学团支书谢可欣表示：“本
次活动让孩子跳出了原有的生活圈子，
认识到了‘先心儿童’这个集体，帮助他
人的过程也能更好地培养孩子们的社
会责任感。希望今后能有越来越多的
孩子参与到社会公益、志愿服务中来，
将点滴小爱汇聚成温暖他人的光芒。”

钟楼实验小学团支部书记张超认
为：“在本次活动中，青年团员教师自告
奋勇、主动参与，为帮助先心儿童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用行动诠释青年担
当。我们陪同学生一起做志愿服务，一
起出份力，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现场市民受到孩子们的感染，也纷
纷慷慨解囊，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市民王先生说：“了解了先心儿童
这个特殊群体之后，能贡献自己的一点
点力量真的是件很美好很有意义的
事。看到孩子们都能在这里无偿奉献
出的爱心，我们大人更要去支持此类公
益活动。这种病情对于不富有的家庭
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我们能帮一点是
一点。”

市民刘爷爷说：“我们不仅为需要
的孩子贡献了爱心，也收获了许多对孩
子有益的书籍，这对我还没上学的小孙
女来说，就是一种无形的品德教育。”

参与爱心义卖志愿活动，我想说……

“常爱童心”暑期图书义卖志愿服务活动预告
分队

武进分队专场

新北分队专场

钟楼分队专场

天宁分队专场

局属分队专场

300300多个家庭义卖图书帮助先心儿童多个家庭义卖图书帮助先心儿童

从小做公益从小做公益 微处献爱心微处献爱心
内外合作，全市联动

本次学生志愿服务采用““内外合内外合
作作，，全市联动全市联动””的方式开展的方式开展。。市教育局市教育局
以常州市学生志愿服务联盟为载以常州市学生志愿服务联盟为载体，
联合市卫健委和团市委，获得了全市
多个大型综合体对学生志愿服务的支
持，为公益活动免费提供场地。以就
近就便为原则，教育团工委整体策划、
市区联动，通过教育部门各级团组织
动员指导，组建联盟7支爱心小分队
分别在天宁、钟楼、新北、武进、金坛、
溧阳等附近综合体开展爱心图书义卖
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持续开展一个多
月。目前，已有天宁、钟楼、新北和局
属学校四场活动举行，武进、金坛和溧
阳三场活动将于8月继续。

安全先行，强化保障

为了让学生能够开展“安全、健
康、快乐、充实”的志愿服务，按照防
疫要求，组织单位和带队教师精心筹
备、细心检查每一项工作环节。凡年
满10周岁的志愿者均可领取一份志
愿者保险，义卖期间学生及家长需要
配戴好口罩，做好消毒卫生工作。在
科学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暑假两

周以来，已经有近千人身穿红马甲开
展了展了66场图书义卖志愿服务场图书义卖志愿服务。。每本图每本图
书的售价大概在书的售价大概在11元到元到66元不等元不等。。在在
场的市民听到本次活动的初衷后场的市民听到本次活动的初衷后，，感感
动不已动不已，，踊跃加入善行的行列踊跃加入善行的行列。。市民市民
直接扫码购书直接扫码购书，，将善款转到市慈善总将善款转到市慈善总
会的专项账户会的专项账户。。目前目前，，学生志愿者捐学生志愿者捐
出的图书已经义卖出出的图书已经义卖出20002000余本余本，，筹筹
得善款得善款1200012000余元余元。。无论是无论是““捐出一捐出一
张废纸张废纸””还是还是““卖出一本图书卖出一本图书””，，学生学生
志愿者们助贫扶弱的美好初心从未志愿者们助贫扶弱的美好初心从未
改变过改变过。。

常年坚持，创新帮扶

据了解，“常爱童心”先心病儿童
救助公益项目是由常州市品牌公益
项目“捐出一张废纸，奉献一片爱心”
救助先心病儿童慈善公益活动升级
而来，2008年至今开展了12年。去
年6月，救助范围从原来的常州本地
市民扩大到工作生活满2年的常州新
市民子女，以及扶贫结对地区的先心
儿童。先心救助公益项目实施十二
年间，已捐献废纸3008吨，义卖图书
7000余本，募集善款410万元，已经
为166名符合救助条件的先天性心脏
病儿童成功实施了补心手术。

2008年起，常州市教育局就倡议

学校师生积极参与“捐出一张废纸，
奉献一片爱心”的公益活动。2019年
6月，在“捐废纸献爱心”慈善公益活
动的基础上，团市委、市卫健委、市志
愿者总会、市慈善总会启动“常爱童
心”先心病儿童救助项目，把救助范
围从原来的常州本地市民扩大到工
作生活满2年的常州新市民子女，以
及扶贫结对地区的先心儿童。市教
育局积极响应，除了组织发动全市大
中专小学继续参与废纸的常态化捐
赠，通过常州市学生志愿服务联盟发
出倡议，暑期集中组织“常爱童心”先
心病儿童救助项目学生志愿服务，号
召全市中小学生捐出自己读过的课
外书籍用于义卖，义卖后的善款将直
接打进专项账户，用于救治符合救助
条件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常州市教育局统战与群工处副
处长、教育团工委副书记刘旭娇表
示，市教育局组织学生参与这类公益
志愿服务，希望能够培养他们形成

“从小做公益、微处献爱心”的志愿服
务意识，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
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服
务社会，奉献爱心的美德。“尽微薄之
力助力公益项目，帮助更多的先心儿
童早日康复，希望他们和同龄人一
样，在阳光下奔跑，在幸福中成长。”

近日，一群身着红马
甲的学生志愿者齐聚吾悦
国际广场和九洲新世界，
形成一道亮丽的“公益风
景线”。他们有的热情介
绍、有的耐心沟通、有的送
书“上门”，虽然来自不同
的学校，但今天他们都有
着相同的身份——常州市
学生志愿服务联盟的爱心
志愿者，他们都怀揣着相
同的愿望——“卖出一本
图书，奉献一片爱心”。

据了解，今年暑期，常
州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

“常爱童心”先心儿童救助
系列志愿服务公益活动。
来自市直属学校分队、天
宁区、新北区和钟楼区学
校分队的 300 多个家庭组
成爱心小分队，在吾悦国
际、九洲新世界、江南环球
港、宝龙广场等商业综合
体，开展爱心图书义卖公
益活动，为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的儿童筹集善款。

时间

8月7日 晚上6:00至8:00

8月9日 下午2:00至4:00

8月8日 上午10:00至11:30
8月8日 下午3:30至5:30
8月16日 中午12:30至2:00
8月16日 下午3:30至5:00

8月15日 下午2:30至5:00
8月22日 下午2:30至5:00
8月29日 下午2:30至5:00

8月8日 下午3:00至5:30
8月9日 下午3:00至5:30
8月15日 下午3:00至5:30
8月16日 下午3:00至5:30
8月23日 下午3:00至5:30

地点

星河COCO City

江南环球港

常州市宝龙广场
常州市宝龙广场
常州市宝龙广场
常州吾悦广场

九洲新世界四楼
九洲新世界四楼
九洲新世界四楼

常州吾悦广场
常州吾悦广场
常州吾悦广场
常州吾悦广场
常州吾悦广场

图书义卖志愿服务队伍

湖塘桥实验小学、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常州大学附属小学、星韵学校、
清英外国语学校

龙城小学专场

常州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平冈校区专场
常州市怀德苑小学专场
常州市觅渡教育集团冠英校区专场
常州市觅渡教育集团专场

常州市凤凰实验小学专场
常州市香梅小学专场
常州市兰陵小学专场

常州市正衡中学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常州市教科院附属中学
常州市第二中学专场
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专场
常州市第五中学、常州市朝阳中学

7月29日，来自溧阳市的14
岁初中男孩城城，在常州市儿童医
院心脏病中心顺利完成了补“心”
手术。由于年龄大，城城手术切口
长度是学龄前儿童的2倍以上，且术
后疼痛、胃肠反应大。

医生介绍，城城所患的这种心脏
疾病虽然对日常活动影响不大，但是
他的室间隔缺损处被三尖瓣组织遮
挡后，分流量减少，心脏已经有增大，
幸运的是还没有出现严重的肺动脉
高压，否则手术的机会都没了。

已经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城城从
外表看，除了比较消瘦，和其他的男
孩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却被发现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长
达10年。2010年，在一次感冒后的
体检中，4岁的城城被查出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但由于家庭困难，加上疾
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不明显，一直
没有按照医嘱去做心脏修补手术。
常州市儿童医院心脏病中心副主任
张伟介绍，像城城这种情况的先天
性心脏病患者，2岁以后自愈的可能
性非常小，一般医生建议早发现早
治疗，小的缺损学龄前是个不错的手
术时机。

城城的父亲曾经做过两次心脏
手术，身体不适合劳累，一家人靠低
保补助生活。今年初，在入户走访
中，工作人员了解了城城的病情，主
动帮他们联系了“常爱童心”项目，给
予了城城开启“心”生活的机会。

“心”的希望还送给了常州的新
市民铭铭。在他一个月大的时候，体
检就发现了心脏杂音，因为当时情况
并不严重，医生建议定期随诊。到了
铭铭五个月大的时候，噩梦随之而
来，铭铭反复发作肺炎，连续两个月
在医院来回奔波，治疗费用让本来就
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复查了心脏
彩超和心脏增强CT，医生发现铭铭
心脏缺损有变大的趋势，室间隔缺损
外，还存在血管环畸形，对气管有压
迫，所以才会反复肺炎不得好。医生
建议，铭铭这次肺炎好转后，必须要
做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家
里本来就不宽裕，手术时间只能一再
推迟。一家人愁云惨淡，最后在医生
的推荐下，他们申请了“常爱童心”公
益项目救助，解决了燃眉之急。今年
1月，铭铭顺利手术，一天一天健康
成长。铭铭妈妈表示，“非常感谢常爱
童心，感谢医护人员，帮助我的孩子
治病，也帮助了我这个家。”

今年6月，“常爱童心”项目还把
爱心的种子播撒在帕米尔高原。7
岁女孩汗祖拉和2岁男孩托合托西，
在常州市援疆医疗队的陪同下，跨越
万里来到龙城，在定点的常州市儿童
医院心脏病中心进行心脏修补手术。

已经上小学一年级的汗祖拉，因

为患有先天性室间隔缺损合并重度
肺动脉高压，不能跟同学们一样正常
地生活、学习。常州市儿童医院心脏
病中心主任翟光地介绍，7岁的汗祖
拉室间隔缺损达1.2公分，而且已经
出现重度的肺动脉高压，如果不及时
手术，将可能永远失去手术机会并危
及生命。经过细致的术前检查和多
学科会诊，先心团队根据以往治疗高
原先心儿童的经验，为汗祖拉制定了
个性化的手术方案。

2岁的托合托西还不太会说话，
因为患有法洛四联症，小家伙已经出
现明显的“低氧血症”症状。法洛四
联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先天性心脏
病，这种患儿心脏存在多种畸形，先
心团队在手术中花了很长时间为他
进行肺动脉瓣膜的成形术。翟光地
解释说，孩子还很小，之所以要花很
多精力去完成这个瓣膜成形术，是为
了保障托合的长期愈后，尽可能提高
生活质量。

6月19日，在先心团队的合力保
障下，两个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经
过两周的精心护理，汗祖拉和托合托
西恢复了健康，两人已全部返回家乡
乌恰。为了庆祝两个孩子的“心”生，
医护人员专门准备了蛋糕，托合开心
地吃起蛋糕，汗祖拉忽闪着灵动的大
眼睛，向各位叔叔阿姨表示了感谢，
她说：“我以后就可以上体育课了，好
开心！”

乌恰是常州的对口支援地，虽然
相隔万里，但两地人的心却是紧密相
连的。龙城的“补心”之旅，在汗祖拉
和托合托西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爱
的种子，也让常州与乌恰结缘更深。

“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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