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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福彩中福在线公益小分队

获评齐鲁志愿者优秀团队

本报讯(记者 王倩) 为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促进精神文
明建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2017年初,共青团山东省
委、山东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山

点滴关爱

东省扶贫开发基金会、
齐鲁晚报
等单位共同发起了第一届优秀
“齐鲁志愿者”评选活动,面向全
省寻找长期坚守在公益活动一
线的优秀志愿者团队和个人。

活 动 启 动 后, 齐 鲁 晚 报 累
计宣传报道了28个优秀志愿者
典型。这些遍布全省各地、默默
奉 献 社 会 的 好 人 事 迹, 引 起 了
6
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月22日，第一届优秀“齐鲁志愿
者”评选活动专家评审会在济
南 举 行, 来 自 不 同 行 业 的 专 家
对获得提名资格的志愿者团队
和 个 人 事 迹 进 行 了 评 审, 并 投

出 了 宝贵 一 票。6 月27 日, 第 一
届优秀“齐鲁志愿者”评选结果
出炉，济南福彩中福在线公益
小分队等10个志愿者团体获评
“优秀团队”。

增进和谐

济南中福在线微公益在行动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倩 通
讯员 鲍玓) 公益贵在坚持，
济南福彩人的公益是从身边做
起 ，从 点 滴 做 起 ，不 间 断 不 停
歇，用实际行动宣扬扶贫济困、
行善积德的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被媒体称为“微公益”。盛夏
来临之时，济南中福在线各支
公益小分队行动起来，队员们
利用休息时间践行了公益誓
言，传递了社会公益的正能量。
入夏以来，连日的高温既
使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热情，
也给一线园林工人露天作业带
来了极大的挑战。城市的美丽
离不开园林养护工人的辛勤劳
动，园林工人顶着骄阳战斗在
一线，坚守岗位，为创建魅力济
南奉献一份力量。这些天，历下
的园林工人一直顶着烈日更换
道路两侧绿化带的护栏。他们

三五个工人一组，将原来破损
生锈的护栏拆除，换上全新的
绿色护栏，既消除了安全隐患，
又与郁郁葱葱的绿化带交相辉
映，为泉城济南增添一道干净
亮丽的风景线，济南市中福在
线文化东路公益小分队看到他
们烈日下的辛勤工作，为他们
送上一杯杯冰咖啡，在炎炎夏
日送去一丝清凉，感谢他们为
创造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做
出的贡献，同时，邀请他们进厅
休息。一杯冰咖啡传递着中福
在线的关心，也表达了对园林
工人的敬意，更诠释了福彩的
公益理念。济南中福在线的每
位员工都是公益小分队的一
员，他们始终坚持从身边小事
做起，为公益贡献一己之力。
济南的夏天非常闷热，但
是难挡翡翠郡公益小分队队员

们的热情，辖区内修路，辖区周
边的出行就成了附近居民的一
大难题，而辖区内有很多比较
特殊的地段则给居民的出行带
来了很大的隐患。为了方便居
民的安全出行，
济南市中福在线
翡翠郡公益小分队在辖区内的
几个特殊地段积极展开了引导
出行，安全提示等活动，旨在为
居民安全出行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地面尘土飞扬，周边的环境
比较差，行人较多，辖区内出行
较为拥堵，
但是能给辖区内交通
秩序和居民人身安全出行出一
份力，
每个人心里都是甜甜的。
公益不只是口号，更是要
落在实处，中福在线公益小分
队以实际行动践行“微公益”，
在社会上树立了福彩良好的公
益形象，传播了社会正能量，为
人称道和赞叹。

让他们乘着爱心的翅膀去快乐飞翔

济南福彩中心举办多项公益活动诠释福彩宗旨
本报讯记者 王倩
通讯员 鲍玓

爱心慰问市儿童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福彩发行宗旨彰显了我党对于人民利益的重视。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
来临之际，济南福彩中心都会举办一系列惠及儿童的公益活动，大力在社会上营造践行公益社会氛
5月31日和6月1日，济南福彩中心举办了多项爱心行动，在让受助对象获益的同时，
围。今年也不例外，
也将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做了深入的诠释。

福利院
5月31日一早，济南福彩中
心主任焦建全和副主任连国家
以及中福在线部分公益小分队
的成员一起，
来到济南市儿童福
利院，
为生活在这里的福宝宝们
带去了温情礼包——
— 夏凉被和
凉席等物品，
公益小分队的成员
们还和福宝宝们一起互动，
开心
做着各种游戏，
相信他们也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六一节。
儿童福利
院的孩子们和其他正常的小朋
友有着不一样的生活，
他们也更
加需要社会各界的关爱。
也正是
因为这个原因，
自儿童福利院成
立以来，
济南市福彩中心每年不
定期举行捐赠活动，
为福宝宝们
送去童鞋、
服装、
食品、
文体用品
等，为他们送上福彩人的温暖，
使他们充分享受到关怀和祝福，
同时帮助他们建立起积极向上
的人生态度，增强他们自立自
强、增长才干的信心和勇气，让
他们沐着关怀和友爱的暖阳茁
壮成长。

两所福彩小学得
到资助
5月31日和6月1日上午，济
南福彩中心先后来到柳埠福彩
小学和章丘区辛寨福彩小学，
为这里的孩子们送去了篮球、
足球、跳绳、乒乓球拍、乒乓球
等体育用品，在向同学们表示
了节日的问候的同时，勉励他
们好好学习、自强不息，长大成
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柳埠闫家

六一节，济南福彩中心就曾经
资助过这里，而在福彩的支持
下，这里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
色。
济南福彩中心副主任连国家
与康复中心老师、
孩子家长亲切
交谈，
详细了解孩子们的基本情
况、康复效果以及遇到的困难。
实地察看了他们的学习、餐饮、
活动场所；
观看了他们的康复训
练、绘画及文化课教学，祝愿孩
子们六一节快乐。
并鼓励他们充
满信心面对当前的困难，
终将会
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福彩团员青年慰
问留守儿童

小学和章丘辛寨小学地处贫困
山区，校舍年久失修，因此给师
生们的正常学习带来了很大的
不便。得知这种情况后，济南福
彩中心捐资帮助两所小学新建
了校舍、操场、道路，使贫困地
区的孩子们有了良好的学习环
境，两所学校也正式更名为福
彩小学。福彩小学建成后，济南
福彩中心进行了持续性的关
注，多次依托福彩小学开展公
益活动。特别是每年“六一”节
到来前夕，济南福彩中心都会
对此展开形式多样的帮扶活
动。在得知两所福彩小学体育
器材比较匮乏时，济南福彩中
心在第一时间购置了体育用品
专程送到福彩小学，也算是为
六一节送上了一份大礼。仪式
结束之后，孩子们高兴地拿着

崭新的足球、篮球、跳绳等物品
飞奔向操场，一堂丰富多彩的
体育课由此展开，从孩子们欢
乐喜悦的情绪中可以肯定此次
活动的意义非凡。柳埠福彩小
学许校长坦言：感谢市福彩中
心领导的关爱和支持，这批体
育用品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希望广大同学们在好好学
习的同时，加强体育锻炼，打造
健康体魄，为学习和生活打下
良好的基础。

用爱温暖“星星的
孩子”
5月31日，济南市福彩中心
副主任连国家一行来到天桥区
“济南市晓爱残障人士康复中
心”，看望慰问自闭症儿童，为

孩子们送去了绘画文具等学习
用品。自闭症，是一类以严重孤
独、缺乏情感反应、语言发育障
碍、刻板重复动作等反应为特
征的发育障碍疾病。自闭症患
儿也被叫做“星星的孩子”。济
南市晓爱残障人士康复中心是
一所专为自闭症、多动症等发
育障碍提供专业培训和辅导的
康复中心，目前共有康复对象
13个，最小的11岁，最大的有22
岁，全是自闭症患者，部分进入
青春期的孩子，对于康复训练
的需求就更为迫切。康复中心
的负责人表示说，自闭症儿童
不仅需要物质的支持，更需要
精神上的关爱，他呼吁全社会
共同关爱自闭症患儿的成长，
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帮助自
闭症儿童尽快融入社会。去年

6月1日上午，
济南市福彩中
心团总支的团员青年们来到平
阴县安城小学和栾湾学校，
为这
里的几名留守儿童送来了足球、
篮球等体育用品，
向孩子们表达
了节日的祝福。
为积极响应民政
局团委“牵手关爱行动”活动号
召，
为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儿
童群体的健康成长提供志愿服
2016年起，济南福彩中心团
务，
组织就与安城小学、
栾湾学校的
孩子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
中心
的团员青年们曾多次到校看望
孩子们，
先后为孩子们送来帮抚
金、
书包、
图书、
保温杯等学习和
生活用品。慰问活动中，福彩中
心团总支与孩子们相互留存了
联系方式，
希望日后能更多的与
孩子们交流、沟通，帮助孩子们
更好地成长。团员青年们与校
长、老师们对帮扶学生的学习、
生活等方面情况进行了交流和
沟通；
关切地询问了孩子们的健
康状况、学习成绩等情况，鼓励
孩子们积极向上地面对生活上
的困难，希望他们能努力学习、
好好生活，顺利完成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