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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慈善项目

我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发展与成长现已确立了四个品牌慈善项目，分别为

“生命树”助残行动、“sos 救助站”助医行动、“真爱护航”助学行动、“温暖空

巢”助老行动.

“生命树”助残行动该项目通过媒体爱心平台的呼吁，凝聚各方优势，让爱

心力量汇成的涓涓细流为贫困脑瘫患儿浇灌生命之树。我们为脑瘫患儿设置了

专项账户和捐赠入口，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只需通过官网生命树行动查看求助人

信息，通过在线渠道捐购（康复费用、康复器械、生活资助），一对一地将自己

的关爱送给急需帮助的他们。

“sos 救助站”助医行动该项目针对社会上因突发事件所引起的急需处理的

问题，例如重大突发疾病、疑难病症、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对家庭及个人的重大

损害等，旨在减少因意外所引起的突发事件造成的对社会及家庭的伤害。

“真爱护航”助学行动该项目通过梦想物品、学费资助、心灵塑造等形式，

致力于改善贫困地区孩子的生活条件、学习环境和精神需求，给孩子们送去一

对一的关爱，用真爱守护孩子们一生快乐航行。

“温暖空巢”助老行动该项目以地市为单位集中（每地区空巢老人满 50人

或 50 人以上）开展关爱活动，通过物品资助、亲情陪护、演出互动三方面对空

巢的老年群体进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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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浪漫双节·全城热恋”

2014 年 2月 14 日（农历正

月十五）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携

手海悦天地尚品折扣商场、重阳

婚介在海悦天地举办了“浪漫双

节•全城热恋”公益相亲活动。此

次相亲活动旨在借两个团圆节

（元宵节和情人节）之际，为广

大有爱心的未婚男女免费提供相

识相知相携的机会。我基金会还精心为到场嘉宾准备了“爱情树”，凡到场的嘉宾

皆可现场认领“爱情树”，认领爱情树的朋友们可以参加我们后期专门为他们举办

的植树活动，参加种植爱情树的情侣们都将有机会参加我们专门为他们举办的

大型公益集体婚礼，让社会各界一起见证他们的爱情开花结果。

省会联动·为4岁烧伤男孩筹集善款”紧急行动

家住邯郸魏县魏城镇杜町村的段章喜家里因电线老化导致了这场无情的大

火不仅烧光了家里的房子及家产，也烧掉了他年仅4岁的儿子段振平的美好人

生！大火烧掉了小振平的鼻子、右耳、右手五根手指和右脚半个脚掌，头顶骨

裸漏在外，烧伤面积达33%，属于特重度烧伤。

为此，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联合众多

媒体于2014年2月22日—23日在国大36524

超市300家店铺及北人集团各门店特举办

“省会联动•为4岁烧伤男孩筹集善款”活

动。该活动以基金会组织志愿者奔走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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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36524超市300家店铺及北人集团各门店设立募捐箱的形式同步进行。基金

会在第一时间与爱心企业代表、爱心志愿者代表、爱心媒体代表一起把募集到

的善款共13898元送往医院，用于小振平的健康治疗。

爱在春天，公益消费

2014 年 3月 1日我基金会将小韩

杰纳入了“SOS 救助站”项目 3月份的

救助名单，并启动了针对小韩杰的救助

活动，基金会联合爱心媒体、爱心商家、

爱心高校举行了 SOS 救助站“捐助 1

元钱，救助 1 生命”一系列的全城联动募捐活动，并在北人集团和国大 36524

各门店超市安放募捐箱进行筹款。

本次活动除了依旧延续以往活动的救助方式外，还加入义卖的环节，活动

当天由爱心商家君乐宝乳业和天龙酒业提供爱心商品，并在本次活动现场北国

超市天河店进行现场义卖，将义卖所得的一部分款项捐给基金会作为小韩杰住

院治疗的费用。基金会为小韩杰共募得善款 34420 元，并全部交给小韩杰的父

亲，用于小韩杰的住院治疗。

一样的妈妈· 不一样的爱

2014年3月8日，我基金会携手河北电视台等众多爱心企业、爱心媒体在石

家庄万象天成举办了“一样的妈妈•不一样的爱”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3•8妇女节

公益活动暨“生命树”项目贫困脑瘫患童征集启动仪式。此次活动旨在借3•8妇女

节之际，在为河北省内所有脑瘫孩子的妈妈过一个有意义的“妇女节”的同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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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生命树”项目贫困脑瘫患童征

集。

爸爸妈妈去哪儿，我们去植树

爱心亲子行——植树节大型公益活动

2014年3月16日，我基金会携手显现

国际学校、国大36524连锁店员工及孩子、东风路小学的孩子和家长们及社会各

界爱心树认领者约120余人在西山生态园举办爱心亲子行——植树节大型公益

活动。

此次植树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植树活动，我基金会意将本次植树活动升华

为奉献爱心、救助弱小、亲子交流互动、知

恩感恩的平台。

活动中，不仅增加了爸爸妈妈和孩子的

交流互动机会，也让孩子在与家人一起劳动、

游戏时学会知恩感恩。

淘宝公益慈善网店爱心超市提现

2014 年 3 月 36 日我会进行了第三期的淘宝提现名单及金额如下：

姓名 取款方式 金额
王辰彬 来基金会取

4734

王辰彬 来基金会取 4734

烧伤女孩梣梣 范旭霖代送 6034

白血病胡靖宇 来基金会取 7425

江社军 张素锐代送 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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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杰 张素锐代送 319

肝癌少年廖世龙 直接转账 1305

王学强 蒋剑代送 427

平乡盲人学校 蒋剑代送 828

韩泽良 直接汇款 450

刘默涵 王延斌代送 2227

李伟 直接转账 283

李嘉晔 直接转账 1544

车祸张永涛 直接转账 1030

王守芝 来基金会取 900

张家口执行团队 直接转账 612

合计 31142

用书香点亮乡村孩子的童年

2014 年 3 月 28 日为了让乡村的孩子能读上更多的图书，拥有一个丰富的

世界，让城市和乡村的孩子同处一个阅读起跑线上，让我们用书香去点亮他们

不一样的童年。

我们期待城市的学校能和乡村学校结成手拉手的对子，用孩子们的爱心在乡

村建起一个由你们命名的图书室；我们希望城市家庭将闲置的图书拿出来，流

动到乡村发挥余热；我们也欢迎手头没有闲置图书资源的爱心团体、爱心人士，

购买些图书为乡村的孩子送上知识的财富。

爱在春天·爱心企业联盟赞皇公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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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联合尚流汇商盟于2014年3月29

日到赞皇东坛山小学开展了爱在春天•爱

心企业联盟赞皇公益行暨“真爱护航”第

三期助学及爱心走访行动。本次活动是继

第一期新年“3+衣”温暖公益行保定站，

第二期新年“3+衣”温暖公益行雅安站之

后的第三站。

情洒荒原变绿洲

2014 年 4 月 1日我基金会将贾文

其、贾文霞纳入了“SOS 救助站”项目

4月份的救助名单，并启动针对兄弟俩

的救助活动。我会联合中央电视台、

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三农最前线、北国商城益元百货于 2014 年 4月 7 日举行大

型义演募捐活动。

本次活动由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最前线主播若彤、红雨、记者苏老三主持；

益元百货员工捐款 2218 元；由救助对象之

一贾文其用脚现场书法，书法作品进行现

场拍卖共募集 2800 元。整个活动所募集总

额共计 8436 元，已在直播时交给两位老

人。

用书香点亮乡村儿童的童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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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站】

2014年4月10日，我基金会同燕赵都市报、河北经济网、爱心车辆爱心志愿

者来到了行唐六一小学，为那里的孩子送去了近四千本图书，让书香伴孩子成

长，让爱心在田野上飞翔。

店庆惠爱万家、爱心聚沙成塔

2014年 4月 10日我基金会将一名长期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媒体人孙振纳入

了“SOS 救助站”项目救助名单。为了救助爱心人孙振，更好地弘扬“人道、博爱、

奉献、反哺”的慈善精神，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携手北人集团于北国超市简良店

举行河北省首届慈善购物季启动仪式，隆重开展 “店庆惠爱万家、爱心聚沙成

塔”——大型义演义卖募捐公益活动。

本次活动由河北电视台播音部副主

任白岚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活动并做了

爱心致词，呼吁大家关注公益，伸出援助

之手帮助孙振。

经过近2个小时的公益演出，以及来

自铁路运输学校的志愿者们“为爱奔走”募捐，此次活动共为孙振募得善款3369

元。我基金会与北国超市简良店在孙振可以会客的时候第一时间到医院看望他，

为他的生命积攒力量！

以爱之名 为爱而行

2014年4月18日，我基金会联合鹿泉市华康医院及众多爱心人士在鹿泉市开

展“以爱之名·为爱而行”百名贫困脑瘫孩子免费公益体检活动。在启动仪式结束

后，华康医院的医生为患儿们做了详细的检查，我基金会也将会根据本次体检



8

的结果以及家庭的贫困情况，尽快确

定第二批“生命树”救助的50名脑瘫患

儿的名单及救助方案。此外，河北慈

善联合基金会还将在河北省各地市逐

步建立“生命树天使之家”，通过康复

治疗、学业辅导、爱心陪伴，让全省贫困的脑瘫孩子得到更贴心的救助并快乐

成长。目前石家庄和秦皇岛地区的“生命树天使之家”已筹备完毕，并将于近日启

用。

【各地动态】

善行邢台、纪念先烈、思源感恩、圆梦中华

2014 年 4 月 5日由我会邢台我爱公益网执行团队组织的“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红色志愿走进南宫冀南烈士陵园”通过此次扫墓活动，志愿者与学生们领

会到了革命先烈们的铮铮铁骨，感

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为革命事业奉

献终身的满腔热血，同时更加明确

了作为志愿者记住历史，更要记住

为我们创造和平生活的英烈们，让

志愿者为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次聚会一次游园梦

2014 年 4 月 26 日由我会邢台我爱公益网执行团队举办的“帮残助残公益

活动”寻找 10位爱心志愿者，为残疾朋友们提供志愿服务，为了残疾朋友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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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一次公园，亲身体验绿色的森林，感受自然的气息。应支书云老师邀请来自

外地的残疾朋友也会来到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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