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25日，《浦东时报》小记者探访

了鹤沙航城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一进

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两张大锦旗。中心负

责人王海玲给我们讲述了这两面锦旗的

动人故事。

在照护中心的走廊上，挂着一串串

千纸鹤、折纸绣球、布艺云朵，令人惊讶

的是，这些都是由这里接受照护的老人

们做的。其中不少作品出自送锦旗的老

人李云甫之手，“他把这里看作自己家一

般，总是精心装扮美化各个空间。”李老

伯是照护中心的“常客”，在这里，每天只

需20元，一早有健康体检，康复室里可以

锻炼身体、听音乐、做游戏、做手工、聊家

常，老人过得特别充实。

不久前，中心还为老人过了一场生

日会，请来社区志愿者表演节目，老人们

吹蜡烛、切蛋糕，一个个笑开了花。不

久，另一面锦旗“关爱老人，情暖人间”送

来了，落款是：全体现护长者。

小记者们在照护中心也体验了一次

这里爷爷奶奶的生活，我们在王海玲带

领下，玩了一个抛球游戏。看似简单的

游戏可以锻炼老人的思维和对自己的认

知，还能起到社交作用。

在走廊里，我发现每面墙壁上都装

有扶手，可以看出这里的工作人员对老

人们十分关爱。听张老师说，这里是按

天收费的，相对来讲还是挺便宜的。

我们最后去了二楼参观，那里专门

针对健康老人，有图书室、健身房等。张

老师说年轻的志愿者们每个月会过来两

次，为老人们表演节目，有时小孩子们也

会来陪他们聊天说笑。

以前我认为养老院和照护中心是一

样的，现在我明白了，照护中心是给老年

人的一个社交平台，给他们一个生活化、

家庭化的活动空间，这是一个拥有轻松

氛围的地方。我认为这很好，许多年轻

人工作繁忙没时间陪他们的父母，这些

老人就可以到照护中心来享受生活。希

望这样的设施在上海多一点，让这个城

市的老人们快乐一点，让他们享受更幸

福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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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32届国际志愿者日助力

小记者走访公益基地 感受志愿服务正能量

午间休息区有许多床铺，床铺的

分隔柜上放着许多装饰用的小瓶子，

里面装满了五彩斑斓的小石子儿，我

想可能是因为老人和小朋友一样，也

喜欢小石子儿吧。

通过这次公益采访活动，我了解

了慈爱超市的经营模式、运营的方方

面面，也感受到了慈善的意义。我很

想从自身做起，为慈善尽一份力，帮助

困难的家庭和小朋友，同时也可以把

慈善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在小红楼后，有一块小空地，那就

是“亲瓶菜园”。原来，附近的居民本

想在小区里种菜，可没有场地，他们就

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将废油桶利用

起来，作为种菜的容器。我还从老师

口中得知，这些菜成熟后会被送到附

近的养老院。

我觉得“亲瓶菜园”这个点子一举

两得，既可以废物利用，又可以实实在

在帮助人。

通过采访，我了解到，慈善超市里

的货品都是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捐赠

的，经过消毒处理再出售，所得的善款

用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爱心就像阳光，只有照耀在大地

上，才能真正成为温暖人心的力量。

我们有老师的谆谆教诲，有父母的百

般呵护，每一天我们都在快乐中成

长。可是，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他们

渴望一双关注的眼睛，一双援助的手，

一颗慈爱的心。我们都应该参与到慈

善事业中来，让他们能感受到幸福，同

时自己也会很幸福。

我最喜欢小爱的“家”，她房间里

用白色底框圈出了一块淡粉色的区

域，里面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摆放着整

齐的书本。我想“小爱”一定是个酷爱

读书的好孩子。书架的旁边还有一个

爱心形状的挂钟，这说明她非常有时

间观念，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寸光阴一

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谚语，也提

醒我要珍惜光阴。

“阅读越精彩”图书馆是一个以猫

头鹰为主题的图书馆，猫头鹰是夜晚

的守护者，所以主办方希望这个图书

馆也能像猫头鹰一样守护着孩子们。

虽然图书馆很迷你，但是却布置得很

温馨，建造者们在建造时曾想过：要布

置得温暖些，这样孩子们一看心里就

会无比温暖，慢慢地就会爱上阅读。

“金杨益家园”中，我最感兴趣的

是“公益召集令”。它的每一个项目

都倾注了社区工作者们的浓浓爱心。

原来只听说过太上老君有“急急

如律令”，没想到公益事业也能做出

“十二道令”，道道近人心，条条顺民

意，厉害了，我们的金杨社区！

小记者说

一次奇妙的“旅行”
小记者 朱冠奕

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小记者 杭静宜

享受阅读的乐趣
小记者 陈旸熠

公益基地见闻
小记者 胡欣妍

小记“亲瓶菜园”
小记者 张译萱

参观老年人照护中心
小记者 宋斐然

幸福的笑
小记者 唐昊洋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超级飞侠”

的公益展里，有很多提倡保护环境的

小游戏，其中有一个叫作《病毒大清

除》的最好玩！随着气温的上升，俄罗

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远古冻土融化，一

些灭绝的病毒有可能再次出现，我们

可以挥舞超级飞侠的充气棒来消灭病

毒。

我为公益基地代言
小记者 蒋晨浩

12月5日是第32个国际志愿者日，也是上海市民政局落实推进上海万家公益基地建设计划启动的

第二年。截至11月底，浦东新区已有逾80家公益组织、机构以及爱心企业成功申报公益基地。

11月25日，《浦东时报》的小记者们在第32个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走访了7家有代表性的浦东

新区首批挂牌公益基地。他们的采访分为三条线路：公益示范园区线路有慈爱公益服务社、手牵手生命

关爱发展中心等；社区和爱心企业条线有尊安同恒文化创意公司、金杨益天地等；专业服务机构线路是

在专业服务领域具有代表性的鹤沙航城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

虽然每家公益基地服务的社会群体各有不同，但都给小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小记者自己

的话说，“原来慈善公益，就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

“人人公益，处处可为”的公益理念深入人心。

11月25日，我跟着《浦东时报》小记者

团参访了“公益衣橱”“手牵手临终关怀”

以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迪士尼小屋”。

短短 3个多小时，我理解了公益活动不仅

仅有“爱心义卖”，有爱心帮助和志愿者的

地方就有公益。

其中，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迪士尼小

屋”是我印象最深的公益点。因为我曾在

儿童医学中心验过血、扎过针、挂过盐水、

拍过胸片、检查过手足口病，每次我都是

皱着眉头、蜷着身子、哭闹着来到这里。

可是今天不同，当我们一走进“迪士尼小

屋”时，就看见磁力片、乐高、积木、蜡笔、

电动游戏……都是我爱玩的玩具。很快，

我们就与这里的小朋友们打成了一片。

这里没有哭声，生病的小朋友好像都忘记

了自己身上的疼痛一样。有1-2岁的小宝

宝，头上缠着纱布，躺在妈妈怀里听志愿

者姐姐唱歌；有3-4岁的小朋友，腰上别着

尿袋，站在小桌旁与志愿者哥哥一起搭积

木；有 5-6岁的小同学，一只手绑着石膏、

另一只手跟着志愿者姐姐学画画……而

我们就帮着志愿者哥哥姐姐一起逗乐“小

病友”，玩得很开心。

我觉得帮助别人是快乐的，我愿意成

为一名小小志愿者，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

11月25日下午，我们《浦东时报》的小

记者们在报社老师带领下，跟随报社记者

徐玲阿姨一起进行了一次公益基地实地走

访活动。

我们来到了手牵手关爱发展中心，这里

是做临终关怀服务的，服务对象是晚期癌症

患者及其家属。大家可能会问：患者不是有

医院救治吗？“手牵手”能做什么呢？

为了便于大家了解“手牵手”的具体工

作，王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具体救助实

例：一位 50多岁的癌症患者阿姨，因为唯

一的儿子在国外工作，不能长时间在身边

照顾，她的邻居便经常帮她及患有青光眼

的丈夫做饭、做家务。阿姨生前最后的心

愿，就是希望能够公开向邻居道谢。但是

当“手牵手”第一次上门录像时，邻居因不

想露面便从现场离开了，这让阿姨很失

望。这时，“手牵手”想到可以将阿姨的道

谢拍成视频后发给邻居。于是，阿姨的儿

子儿媳特意赶回来和亲朋好友一起录制了

一段感谢邻居的视频。邻居看到视频后，

内心非常感动。接下来，为了帮助这位阿

姨的丈夫能更好地自主生活，“手牵手”的

义工上门为其在电脑上安装盲文软件，以

便他能进行简单的网络购物。

同时“手牵手”跟社区及时进行沟通，

对独居老人进行不定时的上门服务以及安

排适当的户外活动。“手牵手”提供的所有

服务都是免费的，团队现在有 9名工作人

员，还有3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义工们。

王老师还告诉我们，很多义工也是因

为他们曾经被帮助过，所以主动承担起这

份责任，将这份帮助和爱传递下去，去帮助

更多的人。义工是自愿报名，还需要经过

学习、培训才能参与服务；同时义工们也会

每月进行督导学习，以便提供更好的服务。

11 月 25 日是我的生日，这天，我们

《浦东时报》的小记者们要去公益基地采

访，我特别开心。

首先，我们小组的小记者们来到了一

家捐赠物品的慈爱超市，据慈爱超市的何

老师介绍，捐赠给贫困地区的物品需要八

成新，而且要清洗干净。

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我们走进了上海

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这是一家致力

于临终关怀事业的公益机构。“手牵手”只

有9位专职人员，要服务大量癌症晚期病

人，9 个人如何忙得过来呢？所以，他们

必须招募义工。“手牵手”的叔叔阿姨们心

甘情愿、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地照护着每

一位病患，努力做到：生有所望，终有所

依。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我

们学习的。

最后，我们来到儿童医学中心五

楼，看到了一间漂亮的迪士尼小屋，为

什么医院里会布置这样一间房间呢？

通过志愿者哥哥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它

是用来为住院小朋友减轻心理压力的，

这样，小朋友们就不会害怕，就能安心

治疗了。

通过这次采访活动，我明白了尊老爱

幼，关爱他人的道理，这段经历让我难忘，

也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11月25日，我跟随小记者团一起参加

了“公益基地”采访。

第一站去的是一家慈爱超市。里面的

东西都是由个人、企业无偿捐赠的，再由超

市按市价打折销售，还有一些个人未使用

的全新用品也可以放在慈爱超市里的租赁

爱心柜出售，超市收取一定费用，营业收入

全部用于爱心慈善事业。

第二站到了手牵手生命关爱中心，

这个名字一听就充满了温情。据“手牵

手”的王老师介绍，由于医院病床有限，

许多病人在最后时刻，不得不忍受疾病

的痛苦，手牵手关爱中心在这种背景下

成立，陪伴癌症晚期患者和家属，帮助他

们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为病人联系

医院、与当地居委沟通帮助家庭困难人

员等。

目前，“手牵手”有全职人员 9 名，义

工 300 多名，成立至今已为 3500 多个家

庭提供了临终关怀，关爱中心通过主动

在医院进行宣传、通过居委社工上门询

问的方式提供全程免费服务，随着知名

度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联系关

爱中心。

第三站是儿童医学中心，里边有一个

迪士尼小屋，这里的设施都是由社会或个

人无偿捐赠的，服务人员也全部都是义工，

这里为住院或看病小朋友们提供了娱乐的

场所。

通过走访公益基地，我认识到参加公

益有很多的途径，我也要积极投身到公益

活动中去，力所能及地为需要帮助的人提

供我的小小帮助。

11 月 25 日下午，《浦东时报》的小

记者们参访了浦东峨山路“公益一条

街”上的慈爱荟。服务社的何老师介

绍，慈爱荟是浦东新区有探索性和示范

性的一家慈善超市。超市内的商品以

服饰类为主，还有玩具和家居用品等，

这些商品全部来自于企业和个人捐

赠。超市内的商品摆放整齐，靠门一

侧的墙边悬挂的是经过消毒清洗并整

烫过的二手外套大衣等，中间和对面

墙边是全新的商品。靠里面的墙上做

成了格子，大家可支付少量租金，将家

里的闲置物品放过来寄卖，并且捐出

20%的交易款。

同时，我也了解到，到今年年底，慈爱

荟慈善超市将会达到 40 家，完全覆盖浦

东新区的所有街镇。由于地处浦东，慈爱

荟慈善超市的物资变现所得的款项主要

用于浦东地区的困难家庭，为他们采购一

些生活必需品。买一件商品，献一份爱

心。通过今天的参访活动，小记者们不仅

对慈善超市这种公益形式有了比较全面

的了解，而且激发了小记者们参与公益的

爱心与热情。

11月 25日，我们乘坐报社的大巴来

到张杨路上的“阅读越精彩”公益基地。

一进门，我便发现这间小小的屋子是多么

温馨。

基地不大，我们一群人进去之后就没

有太多的空间了。这里的书分类清晰，摆

放整齐，墙上的装饰品也和基地“猫头鹰”

的主题相呼应，显得非常和谐。

在采访环节，小记者们争先恐后地围

着基地老师提问：“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书

的种类吗？”“你们为什么要把这里布置得

很温馨而不是很漂亮？”老师一一作答：

“这里只是‘阅读越精彩’公益基地下的一

个站点——‘猫头鹰悦读馆’，主要服务对

象是周围小区的家庭，这里有小说，有绘

本，适合学前班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一起

来看，我们希望能让来的每一个孩子和家

长都能觉得这里就是他们的家，经常带孩

子来看书，让孩子喜欢上阅读。”

离开“阅读越精彩”公益基地，我不禁

感慨：如果在城市的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

阅读馆，相信一定会有更多人爱上阅读！

11月 25日，我参加了《浦东时报》组

织的“我是新闻发言人，我为公益基地打

call”公益基地实地走访活动。小记者们

三人为一组，每组负责为一家公益基地

“代言”，我和两个小姐姐被分到一组，负

责“金杨益天地”。

第一次参加小记者的采访活动，我面

对任务很是紧张，拿着笔和本子，听到什

么就马上记录。在“金杨益天地”的院子

里，有一个“亲瓶菜园”，很多蔬菜种在废

旧的瓶子、轮胎里，“益天地”的大姐姐介

绍说，这些菜长好后会送给生活困难的

人，或是居委会、敬老院，给老人们吃。

大姐姐还介绍说，“金杨益天地”入驻

了近 30 家社会组织，他们会为社区里需

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

我们还参观了社会组织的办公室、会

议室，都很漂亮。在 3楼的屋顶，居然有

一个小花园，还有一个布置成摄影棚的小

房间，大姐姐说这里有一个公益项目，为

300对金杨社区的老人拍婚纱照。

我曾经问过妈妈什么是公益，知道

“公益”就是对大家都好的事情，但是公益

服务有好多都是不收费的，我这个“小财

迷”觉得不能挣钱就不够好。今天，看了

三个公益基地，我又觉得，公益是一件很

美好的事情，也许，我也可以做更多事情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1月 25日，我随着《浦东时报》小记

者团来到了“金杨益天地”。这里是金杨

社区的一个孵化基地，已经孵化、引入了

近 30家社会组织注册入驻，其中最吸引

我的是“亲瓶菜园”项目。

一走进院子，我就被一个小菜园吸引

住了。瞧，一排排废弃塑料油瓶里种着的

生菜、米苋……那么生机勃勃，那么整齐

有序。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亲瓶菜园”。

据金杨益天地的韩老师介绍，“亲瓶

菜园”的项目去年被引进金杨，经过近两

年的培育，小小的园子，已种植了近 200
瓶青菜。小菜园吸引了许多小区居民，老

人们来了，孩子们来了，甚至上班族们也

来了。大家主动认领菜瓶，经常来为蔬菜

翻土、捉虫、浇水，关心它们的生长，最终

收获了喜悦和满足。

那一年可以收获五六茬的青菜宝宝，

长成后到哪里去了呢？它们可以被带回

家，让妈妈炒上一盆最新鲜、最环保的蔬

菜，也能被送给社区独居老人、环卫工人

等，传递对他们的关爱。韩老师告诉我，

重阳节时，他们将一批成熟的生菜送给了

周边居民区里的老人，这些不施任何化肥

的绿色蔬菜，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韩老师说，目前金杨有 10 家居委已

自告奋勇开始试点“亲瓶菜园”，明年将推

广至更多的社区。益天地还会举行各类

免费讲座，指导大家如何移栽、如何选择

种植品种、种植有何方法技巧等。“亲瓶菜

园”已成为社区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菜园，“绿色、环保、

亲邻、安全”的环保理念将更深入人心。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小伙伴

们，废弃的塑料瓶装上营养土，就可以种

出环保又营养的蔬菜哦。家家户户都有

废弃的塑料瓶，与其丢弃，不如拥有一个

自己的“青瓶菜园”吧。Let's try。

专业服务机构线路专业服务机构线路

随着日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养

老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11 月

25日，《浦东时报》小记者们探访了鹤沙

航城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

中心位于浦东新区航头镇鹤驰路

235号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内，主要照护对

象是一些轻中度失能失智老人，以及日

间无人照顾的老人。中心为老人们提供

日间照料、健康指导、社交康乐、精神慰

藉等服务。小记者们跟随中心的张佳萍

督导参观了中心内部的设施环境，中心

设有活动室、休息室、康复室、餐厅、浴室

以及空中花园等，特别是康复室中，配备

了许多很有特色的适合老年人的康复器

材，例如：平衡杠、手指拉伸器、盘扣训练

工具、益智类玩具等，小记者们亲自体验

了各种康复器材的使用和有趣的健康

操。

我们发现，老人在中心的生活丰富

多彩，这里有许多漂亮的折纸和一些简

单的绘画作品，这些都是老人们亲手制

作完成的。另外，中心每周都会安排各

种娱乐活动，如：唱歌唱戏、包饺子馄饨、

折纸画画、喝茶聊天、做手指操康乐操等

等，让老人们有种回家的感觉，基本实现

了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

依、老有所学”的目标。

据张佳萍介绍，在航城大区约 3 万

常住人口中，约有 3成老年人，其中估计

有日间看护需求的老年人有 10%，大约

900 人左右，但是目前中心专职看护人

员仅 3 名，每天的最大日接待量仅为 25
人。

而照护中心的日常运作仍有不少困

难，比如：浴室的环境还不能满足看护老

人的条件，中心内花草等装饰物件还比

较少，中心的看护人员太少，日常运营资

金缺乏。“最担心发生的事情是老人走

失。”张佳萍说。

在此，我作为一名小记者向大家呼

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老年日间照

护中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中心仅靠

少数人是做不好的，还需要更多志愿者

加入，无论是学生、成人，还是退休的老

年人都可以把中心布置得像家一样温

馨，抽出时间来陪伴帮助他们，让他们不

孤独，在这个“第二个家”里健康快乐地

度过白天闲暇时间。

给老年人回家的感觉
小记者 张筱菲

让老年人享受幸福晚年
小记者 高恬恬

社区和爱心企业线路社区和爱心企业线路社区和爱心企业线路社区和爱心企业线路

美丽清新的社区环保风景线 小记者 袁棋沁愿城市有更多公益阅读馆 小记者 倪龚越

参观超级飞侠展 小记者 张译萱

公益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小记者 金子淇

公益示范园区线路公益示范园区线路

有爱的地方就有公益 小记者 陆昱鈜

传递爱与关怀 小记者 王姝玮

为需要的人提供我小小的帮助 小记者 曹青

这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小记者 孙雨菲

你了解慈善超市吗 小记者 王欣呈

小记者采访儿童医学中心迪士尼小屋的志愿者大

哥哥。

听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的王莹老师谈谈发展

历程。

阅读越精彩的“猫头鹰”亲子阅读馆内各类书籍都

让小记者们爱不释手。

航头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的张佳萍老师给小记者

示范老年人康复器具的使用。

在金杨益天地的公益巴士前留下值得纪念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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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专题

11月25日，我们坐着大巴车来到上海

环球金融中心参观超级飞侠展，这个展览

的主题是环保。在展览区，有好多超级飞

侠正在欢迎我们。

在游戏区，主办方还为参观者准备了

许多有关环保的游戏，其中有两个游戏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游戏是“来

到风车之国”，因为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

风车都快被淹没了，我们就用沙子筑高风

车，让它们远离海平面。第二个游戏则是

“清理海底垃圾”，我们用盘子“拖走”屏幕

中的垃圾，虽然参与者不少，但要处理的垃

圾更多，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为什么要将超级飞侠与环保融合在一

起呢？主办方尊安文化的王老师介绍：

“《超级飞侠》是目前唯一一部获得过‘艾美

奖’提名的中国动画片，深受大家的喜爱，

让《超级飞侠》参与环保，对小朋友们更有

教育意义。”

我觉得公益不分大小，只要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保护环境，地球一定会变得更美丽。

◀小记者走

访的“超级

飞侠”主题

展，在游戏

中也能学到

环保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