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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二零一八年，汉中慈善工作，在省慈善协会

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转变传统观念、提高思想站位、

优化慈善项目、汇聚社会合力、追赶超越谋发展。实现

慈善投入 3887 万元、实施慈善项目 17 大类、受益 15.9

万人。慈善工作凸现四个亮点： 

 

慈善众筹—实现了汉中历史性跨越 
五 至 九

月，组织全市

慈善协会、慈

善志愿团队、

社 会 爱 心 人

士，参加陕西

省“迎 9.5 献

爱心慈善联合

大行动”。通过全员思想发动、优化信息环境；凝聚众

筹合力，在“9.9 公益日”期间，线上发布募捐项目 16

个（涉及农业、产业、救灾等 11 方面），有 13,000 人

（次）参加网上众筹，募得善款 85 万元；在“迎 9.5 献

爱心”活动中，有 141 个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党政部门和 120 多位

慈善爱心人士，线下为慈善捐赠善款 1598 万元。线下和线上总计募集

善款 1676 万元，是全市慈善协会参加慈善募集联合大行动历年之最，

实现了汉中慈善众筹的历史性跨越。 

 

绿色环保——建立了汉中“爱为宝”基地 
六月，在省慈协李和副会长和省慈国际交流中心的指导、帮助下，

确立了“立足市情、面向市场、不甘落后、奋力追赶”的“爱为宝”项

目工作思路。 

项目规划：近期建成：汉中盆地平川以汉台区为中心，东邻城固、

南邻南郑、西邻勉县半径 35 公里的“汉中中心城市回收基地”。逐步建

二
零
一
八
年
汉
中
慈
善

的
四
个
亮
点 

http://www.hzcsxh.com/


汉中慈善——联系各界 传播善举 交流善德 服务善行  2019第 1 期 

汉中市慈善协会 网址：http://www.hzcsxh.com  电话：0916-2626902 

地址: 汉中市汉台区民主街市人大办公楼 806 室  邮编：723001 
                             ~ 2 ~  

立勉县辐射略阳、宁强县，西乡辐射洋县的两个“副中心回收站”。达

到全市总投放回收箱 1000 个、年回收废旧衣物 300 吨的规模。 

资金扶持：市慈协对按要求放置回收箱在 30——50 个的一次性补

助三千元；51——100 个的一次性补助 4000 元；100 个以上的，一次性

补助 6000 元。 

组织保障：市慈协与省慈

善发展交流中心、“爱为宝”再

生利用有限公司，建立了密切

合作关系和政策保障体系。确

保“爱为宝”项目顺利实施、健

康发展。 

到十二月底，汉中“爱为

宝”回收基地已在两区三县城区的 506 个社区（住宅楼）投放回收箱

868 个，回收废旧衣物 121 吨以上。 

 

脱贫攻坚——实现了柑橘灾后精准扶贫 
由中国三星“三秦博爱基金”资助 495 万元，省慈善协会于 2017

年立项，在我市城固县、汉

台区实施的——柑橘冻害

灾后恢复建设项目，经过两

年实施已在 11 个镇、67 个

村补栽柑橘树 39，800 亩、

新栽柑橘树 5，400 亩，累

计栽种树苗1，290，000株。

建立了六个“柑橘示范产业

园区”，惠及橘农 7530 户、

139,300 人。体现了慈善组织献身精准扶贫的大爱和担当。   

今年 8 月，该项目获得了陕西省第二届“三秦善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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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换届——开启了汉中慈善新征程 
2018 年是二届汉中市慈善协会十周年，也是协会换届准备工作经

历的第四个年头。在省慈善协会领导的重视、关心和各方面的支持、帮

助下，“汉中市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10

月 15 日隆重举行 

按照换届会议程，与会会员代表听取和审议、通过了市慈协二届理

事会工作、理事会财务工作

和章程（修改说明）；依法选

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55 名、常务理事 24 名；选举

刘润民同志为第三届汉中市

慈善协会会长、张汉军、张新

民、黄彩云同志为副会长（兼

秘书长）；聘任张帆同志为汉

中市慈善协会名誉会长。 

三届汉中市慈善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汉中慈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汉中慈善事业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 
 

美国 LDS 慈善协会 
向我市捐赠爱心轮椅 60 辆 

在中、省慈善协会的悉心

关照下，由美国 LDS 慈善协会

捐赠汉中市的 60 把爱心轮椅，

日前已全部发放到南郑区、勉

县部分残疾人和行走困难的老

人手中。 

12 月 7 日，南郑区、勉县

慈善协会分别在如家老年公

寓、定军山爱心老年公寓举行爱心轮椅捐赠和发放仪式。参加仪式的

县区领导对中华慈善总会、陕西省慈善协会和美国 LDS 慈善协会的善

慈善助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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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义举表示衷心感谢！领到爱心轮椅的老人们感恩慈善组织，表示要

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乐观信念，健康、快乐生活好每一天。公寓

工作人员表示要学习慈善爱老精神，进一步提高孝老爱亲工作水平，

为老人安度幸福晚年做好服务工作。             (张新民) 
 

北京“爱心衣橱” 

为汉中山里孩子送冬衣 
近日，北京“爱心衣橱”

基金会秘书长乔颖，在省慈

善协会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张

金田和省市慈协有关负责同

志的陪同下，到西乡县、留坝

县为山区孩子送冬衣。 

12月 10日，乔颖一行冒

着刺骨的寒风和鹅毛大雪来

到距西乡县城 40千米，位于

巴山北麓川陕革命老区的骆

家坝镇，参加了在钟家沟小学举行的“‘爱心衣橱’送温暖活动仪式”。   

活动中，少先队员向来宾佩戴红领巾；会长致辞；发放冬衣；赠送

慈善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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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旗；学生代表感恩发言；走访贫困学生家庭。活动内容丰富，饱含着

“爱心衣橱”对汉中秦巴山区贫困儿童的一片深情。126名孩子穿着嵌

有“爱心衣橱”标志的防寒保暖服特别高兴，大家从心底里感谢“爱心

衣橱”！感恩奉献爱心的叔叔阿姨们！ 

12月 12日，雪后天晴阳光灿烂。乔颖秘书长一行驱车来到距汉中

市 60 千米的留坝县火烧店镇中心小学进行项目前期考察。在会议室，

乔颖向县慈善协会和学校负责人介绍了“爱心衣橱”组织机构、项目宗

旨及活动开展情况。县慈协殷树森会长对乔颖一行来火烧店小学考察

表示欢迎，表达了期盼“爱心衣橱”项目来年在留坝实施的心愿。大家

还与学校幼儿园小朋友进行了亲情接触。 

资料显示：爱心衣橱公益基金会——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所属

的一家全国性公募组织。“爱心衣橱”由全国多家主流媒体、多位主持

人、编导、记者、企业家、名人明星共同参与推进的一项以“用爱心呵

护孩子冷暖”为使命，通过各种渠道，汇集社会各方力量筹集资金，给

偏远、高寒地区的孩子们定制防风防雨保暖透气的新衣服，并倡议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关注贫困地区儿童的心灵关爱和教育问题的爱心公益行

动。 

2018年，“爱心衣橱”已向汉中市西乡、南郑、勉县、宁强四县四

所中心小学，捐赠总价值 8.7万元的防寒保暖衣 440套。(张新民) 
 

慈善协会 

善助贫困村“爱心超市” 

西乡县：近日，

在庆华购物超市举行“向

贫困村‘爱心超市’物资发

放仪式”。为贫困村“爱心

超市”发放的物资，是用在

2018 年“9·9 公益日”，通

过腾讯微信平台募集所得善款采购的。物资主要包括粮油等 20 类日常

生活用品、总价值 58.7 万元。将分成 1050 份，发放到全县 80 个部门

慈善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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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单位帮扶的 117 个贫困村“爱心超市”。 
“爱心超市”是县委、县政府为了实现精准扶贫，由镇、村自筹、

帮扶单位、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爱心人士捐助，为村民提供免费购

物扶贫的一种特殊超市。县慈协这一善举既解决了爱心超市物质匮乏

问题，又助推了县域脱贫攻坚步伐，为全县整体脱贫摘帽做出了积极

贡献。                                 （西乡慈协） 

宁强县：向全县 18 个深度贫困村的“爱心超市”，捐赠了

总价值达 12.83 万元的爱心商品。 

11 月下旬以来，何永庆会长代领协会同仁精心选购物品并组织大

家冒着低温雨雪天气，逐

村将购回的爱心商品包括

粮、油、肥皂、水壶、纸杯

等群众日常生活用品、用

具，计 4 类 15 个品种，逐

个发放到贫困村“爱心超

市”。为缓解超市物资匮乏，

弥补贫困户生活急需，助

力扶贫攻坚出了力。 

为贫困村“爱心超市”

购置爱心物资的善款，是

县慈善协会在今年参加“9.5献爱心”、“9.9公益日”慈善募集活动中，

募得善款的一部分。                        （曹桉铭） 

 

南郑慈协重视 

《善天下》征订工作 
市慈善协会《关于做好 2019年度慈善报刊

杂志征订工作的通知》下发后，南郑区慈善协

会领导重视、积极行动抓落实。截止 2018年 12月底，已完成了《善

天下》等慈善报刊征订任务。 

南郑的主要做法：一是会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征订措施。

二是人员分组下到辖区的慈善医疗分会、慈善志愿者团队、留守儿童

慈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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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慈善老年大学等基层慈善组织动员征订。三是夯实任务，为

“四大家”主要领导及有关部局代订。 

另据统计：佛坪县、宁强县、勉县慈善协会的征订工作，也走在

了全市的前列。              （市慈善协会宣传外联部） 

 

陈国庆讲写作（之四）： 

关于资料的运用 
文章的写作离不开丰富的资料。写作前，一定要有资料的搜集、

整理和编制等具体工作。 

（一）文章的写作离不开资料。没有资料的文章是空洞的文章。

只有论，没有资料，就是没有血肉的文章。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对

资料的学习和使用。熟悉资料，使用资料，才能得心应手。如果写一

篇文章，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资料，这就是比较麻烦的。只有在写作

文章前把资料都熟悉了，才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二）资料一定是第一手的。有许多文章的资料错误百出问题成

堆，原因之一就是以讹传讹。建议大家在使用材料时一定要有第一手

资料。使用资料要到原文中去寻找，不用或少用第二手资料，二三手

资料根本不用。如果找不到第一手资料，宁可放弃这条资料也不能滥

用。 

（三）使用资料一定要考证清楚。引用资料一定要考虑最可靠的

数据，用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资料。 

（四）使用资料一定不能断章取义。使用资料不能随心所欲，更

不能在还不理解资料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盲目使用。 

有些人写文章，只用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资料，对反面的资料不加理

睬，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引用资料要完整，就是原文的引用，要

相应地采用意思完整的句子或段落，不能三四个字或五六个字，就是

省略号，这样的引用方法是不可取的。 

                            （本期责任编辑/汉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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