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钟欣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展示中国
福利彩票30多年取得的公益成就、作出的
社会贡献，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于
2019年9月17日至20日开启“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红色精神寻访暨山东福彩媒
体采风活动”，邀请了20余家媒体的编辑
记者，先后走访临沂、东营、滨州三地的
福彩公益金项目与红色教育基地，直观感
受福利彩票为社会公益事业奉献的力量，
重温革命前辈的峥嵘岁月，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

2000万元福彩公益金筑暖巢

兜底保障特殊困难群体

9月17日，山东福彩媒体采风团来到
临沂市沂水县社会福利中心。福利中心建
筑面积35000平方米，容纳床位1000张，内
设敬老院、光荣院、儿童福利院等，总投
资6000余万元，其中2000万元福彩公益金
投入到该项目一期、二期工程的建设当
中。

沂水县社会福利中心主任刘燕介绍，
福利中心不仅在老人的房间内配备了暖
气、数字电视、紧急呼叫系统等完善的硬
件设施，还非常重视对老人的精神照料，
“我们发动老人们组成生产组、卫生组、
娱乐组、文艺宣传队、夕阳红巡逻队，鼓

励老人们相互帮带，充分发挥老人们的意
愿及所长，组织大家从事力所能及的劳
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让老人们既锻炼
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

福利中心周到的服务，不仅让老人们
安享自己的晚年，也成为点燃社会公益热
情的星星之火。今年64岁的老人耿志满，
有感于社会给予的温暖与关心，在入住福
利中心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去世后
捐献遗体，为科研事业尽一份力。“我当
过兵，受过部队大学校的教育，现在的生
活这么好，我也担不了担子，也推不了
车，也就能把最后的心愿交给国家，交给
科学研究，为社会作点贡献。”

红色精神历久弥新

幸福公寓情暖夕阳

9月18日，媒体采风团成员先后来到
东营市广饶县红色刘集教育基地和大王镇
幸福公寓。

在红色刘集教育基地《共产党宣言》
纪念馆，媒体团记者在工作人员带领下重
温党史、国史，了解了《共产党宣言》诞
生的历史背景以及漂洋过海在中国大地传
播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与伟大意
义。在中共刘集支部旧址，91岁的老党员
刘长贤与记者们分享了自己参军入党时的
故事。刘长贤1943年5月参加八路军，先
后参加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谈到年轻时

参加革命的情形，刘长贤说：“党员都吃
苦耐劳、带头劳动，是党带领人民过上了
幸福生活。”

离开红色刘集教育基地，媒体团记者
来到东营市大王镇幸福公寓。大王镇幸福
公寓于2012年4月投资2600万元建设，获得
141万元福彩公益金的支持。目前幸福公
寓有养老床位300张，入住特困人员140
人，80岁以上老人36名，百岁老人2名。
75岁的张学忍在幸福公寓住了12年之久，
擅长木雕的他花费了一年时间，雕刻了一
组英雄人物，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赵一曼、董存瑞、杨靖宇，这些都是为
祖国作出过贡献的英雄，俺敬佩他们，就
雕刻出了这些英雄人物，感恩他们的奉
献，也感谢老年公寓工作人员的关怀、照
料，让俺吃得好、穿得暖，日子过得舒
心！”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幼有所长幼有所依

9月19日，媒体采风团来到滨州市吕
艺镇老年公寓与滨州市儿童福利院。吕艺
镇老年公寓工作人员戴立敏介绍，公寓目
前共有11个拆迁村1420名70岁以上老人和
38名“全县90岁以上老人”入住，按照政
府、企业、集体、子女四方养老的原则，
切实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人
们相处的越久，感情就越好。”郭海燕是

一名在老年公寓工作5年多的优秀护理
员，“因为合村并居，我才应聘到这里。
我热爱这份工作，以后还会像对待自己的
父母一样对待老人，把这份事业坚持下
去！”

19日下午，媒体团记者来到滨州市唯
一的儿童福利事业机构——— 滨州市儿童福
利院。滨州市儿童福利院院长岳恒晓介
绍，“在福利院建设过程中，2650万元的
福彩公益金提供了大力支持，保障了福利
院孩子的手术、康复的资金以及完善设备
的购入。”

2019年是我省发行福利彩票32周年，
截至2019年8月底，山东福彩累计销售
1698 . 57亿元，筹集公益金500 . 44亿元。山
东福彩媒体采风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三
年，陆续走进济南、淄博、潍坊、烟台、
济宁、德州、东营、菏泽、枣庄、临沂、
日照、滨州、青岛、泰安等14个市，数十
家媒体的编辑记者通过深入参观走访福彩
公益金项目的形式，直观感受福利彩票作
出的社会贡献。来自山东交通广播电台的
记者黄少石说：“以前没有深入思考过我
买彩票是一件多么有使命感的事情，但是
这趟媒体行走下来，我觉得买彩票不仅是
为我们自己购买了一个希望，更是在为我
们社会的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看到老年公
寓、儿童福利院里面老人和孩子的生活舒
适温暖，也让我意识到我们彩民一起做的
这件事情是这么有意义。”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感受福利彩票公益成就

山东福彩2019年媒体采风活动圆满结束

日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红色
精神寻访暨山东福彩媒体采风活动”在山东
举办，活动第一站设在临沂沂水县，寻访福
彩公益金的投入“轨迹”，实地体会爱心的
巨大力量，真切感受温暖人间的各方关怀，
使人触动良多。

在沂水县社会福利中心，不论是绿化

环境，还是设施完备的洗衣房，不论是组织
文艺表演，还是为老人过生日会，每一个细
节都彰显着关怀。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图
书室、康复室等设备完善，中心集养护、康
复、托管于一体，以提供养老服务为重点、
社会救助为补充，兼顾为孤儿、生活无着流
浪乞讨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居住、生

活、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体娱乐等各项
服务。在连廊广场上，和煦的阳光洒在地
面，敬老院的老人们有的在休息，有的在参
与文体活动，问及在福利中心的生活，老人
们无不点赞，这样的赞许和信任体现在愉悦
的心情上，也同样印证各界人士、工作人员
的同心协力。

为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帮助，免去生
活之忧、精神之忧，这就是社会的温暖。福
彩公益金所代表的“公益”二字不仅融入房
屋的建设，同样也进入了中心所帮助的每一
个人的心中。30多年来，山东发行福利彩票
筹集的公益金资助了大批公益项目，为受助
对象带来关怀，带来温暖，沂水县社会福利
中心是公益项目的一个典型代表，在福利彩
票公益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用好福彩公益
金，让爱心播撒人间，让大爱温暖心田。

(骆宁)

初秋，阳光肆意在肩头漫洒，暖洋洋
的时节还带着清爽。东营的9月，阳光和
煦，大王镇幸福公寓青砖白墙，一片祥
和。

“老有所养”的“幸福样板”

在幸福公寓的门前，人们可以看到一
块“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字
样的标识牌。“幸福”二字意味着什么？
又如何打造“幸福样板”？从这块标识
牌，笔者已经解读到责任和奉献。

下午三点，午休过后的部分老人在护
理员的引领下开始有节奏地跳操，轻快的
节奏、舒展的四肢，老人的脸庞上尽是对
生活的热爱和满足。阅览室、书画活动
室、健身房、演出排练间等等设施，让幸
福公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广饶县文化

和旅游局、县民政局、县美术馆“爱心献
夕阳”活动也在火热开展，喜爱书画的老
人们经常可以得到专业老师的指点。

走访了解后，“彩票公益金—中国福
利彩票”的红色标识牌的内涵更让人感到
温暖——— 在幸福公寓的建设过程中，获得
了141万元福彩公益金的支持，其中90万
元用于消防设施改建工程建设，51万元用
于新建敬老院设施配套建设，让老人们
“老有所养”，安心生活。

有福、惜福的“无忧空间”

在公寓内，休闲时间，老人们有的在
走廊内散步，有的在护理员的辅助下进行
拼图游戏，有的在进行歌曲排练，多样的
休闲娱乐方式让老人们精神开朗、心情愉
悦。

在一位白发老人身旁，护理员李丽华
正辅助她进行拼图游戏。48岁的她，面带
微笑，有着极强的亲和力。从2007年来到
幸福公寓工作开始算起，李丽华至今已工
作了12年。“刚开始时，我也有不适应，
但我想到自己老的时候，一样也需要别人
照顾，也就把老人当自己爹妈来照顾
了。”

“当自己的爹妈来照顾”，这样的心
理支撑着幸福公寓护理员奉献和坚守，也
正是他们悉心的守护，幸福公寓的老人们
“有福”也“惜福”。

快乐养老和文化养老

在幸福公寓，文化和快乐撒布在走廊
和老人们的心里。敬老院院长、幸福公寓
的负责人这样介绍：“我们致力于打造快

乐养老和文化养老，不仅让老人们衣食无
忧，而且让老人们可以发展自己的爱好和
兴趣。”

韩学礼老人，今年71岁，2016年开始
入住幸福公寓，此前一直一个人生活，身
体较弱，入住后，在护理员悉心照料下，
健康状况不断好转。在说及在养老院的生
活时，韩学礼动情地说：“感谢院里一直
关心照料，我一般上午吃过饭打打拳，练
练剑，就这样培养爱好，身体慢慢好起
来，以前自己住，吃饭跟不上，现在身体
好起来，活得也有劲儿。”

沿着福彩公益金项目连成的轨迹，不
论从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层面，还是从护
理员默默奉献的层面，幸福公寓汇集着万
众一心的大写之“福”，养老敬老这份公
益事业也将开创新局面。也许每个人都有
假想自己变老时样子的时候，可以肯定的
是，所有人都会为社会养老水平不断发展
而感到暖心。

(骆宁)

如果有一种天真，让人心生欢喜，孩
子的笑容必是其中一种。在滨州儿童福利
院入口处的墙壁上，一幅幅充满想象力的
画作瞬间把人“抓住”，走廊里，黄色、
蓝色相间的格子花纹诉说着童话世界的五
彩缤纷。

2 0 1 1年6月份正式揭牌启用，占地
106亩，作为全市唯一的儿童福利事业机
构，滨州儿童福利院的主要职责是收养
全市城乡孤儿、弃婴和无家可归的残疾
儿童，为孩子们提供养育、预防、医

疗、康复、特殊教育、心理辅导、职业
培训等服务。

在玩沙子的小茹(化名)是一位听觉障
碍者，刚刚来福利院时趴在桌子底下不愿
出来，非常畏惧与人沟通，而如今通过几
个月的时间，她已经变得十分平和。对于
这样的转变，她的心理老师杜玉芝这样
说：“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陪她玩耍，不
断帮她调节情绪。我是滨城区人民医院的
护士，业余时间一周陪她玩耍一次，孩子
可以调整好，未来走向社会会找到自己的

位置，这样我们也很欣慰。”
一个不注意，几辆小车前后相继开了

过来，小茹在最后一辆车上坐着。在玩耍
时间，她和伙伴们快乐地玩耍，虽然不出
声，但上扬的嘴角和闪亮的眼睛让每个人
都可以感受到她的快乐。

位霞是儿童福利院的一名护理人员，
1998年来到福利院工作，至今有20余年。
谈及在福利院工作的感受，她说：“在家
中一个妈妈通常照顾一个孩子，在福利院
照顾十几个孩子，所以需要我们特别耐

心，福利院的照料工作需要24小时倒班，
有累的时候，但是责任心支撑着我们，有
时候我不小心被烫到，孩子会说‘妈妈怎
么了’，这让我很暖心。”

在福利院建设过程中，2650万元的福
彩公益金提供了大力支持。自启用以来，
福利院先后获得“省级城乡妇女岗位建功
先进集体”“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状”
“山东省职工道德建设标兵单位”“省级
青少年维权岗”等荣誉称号。笑容和那
片阳光，见证“福彩之爱”，也见证了
各方同心协力的大爱，在福利院孩子
们未来的路上，有这样的支持和陪
伴，他们也必定走得更加坚定。

(骆宁)

笑容和阳光见证“福彩之爱”

沿着福彩“轨迹”感受大爱“心迹”

用好福彩公益金 播撒爱心温暖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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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滨滨州州市市吕吕艺艺镇镇老老年年公公寓寓的的韩韩尧尧田田练练习习书书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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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东东营营大大王王镇镇幸幸福福公公寓寓的的护护理理员员与与老老人人自自拍拍
④④老老党党员员刘刘长长贤贤向向记记者者讲讲述述自自己己的的峥峥嵘嵘岁岁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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