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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志愿服务项目（6个）

资阳市“阳光成长”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项目
雁江区妇联“爱住我家·笑伴成长”家庭教育项目
雁江区丰裕镇“小橘灯”关爱留守儿童项目
安岳县人民法院“与法同行”项目
安岳县爱儿篮教育“十分关爱”项目
乐至县“青春志愿·水润帅乡”节水护水项目

◆二、优秀志愿服务组织（5个）

资阳市心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资阳百威志愿服务队
资阳市萌缘巾帼志愿者服务队
雁江区人民医院“红太阳”志愿服务队
乐至县回澜镇“蚌壳”志愿服务队

◆三、优秀志愿服务社区（5个）

资阳市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办事处马鞍社区
资阳市雁江区莲花街道办事处海川社区
临空经济区雁江镇石梯社区
安岳县岳阳镇九韶社区
乐至县南塔街道文庙沟社区

◆四、优秀志愿者（10人）

张 平 市医疗保障局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
凡小东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李 涛 市第一人民医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杨 议 萌缘巾帼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张元敏 雁江区中医医院“红孩儿”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张 燕 雁江区三贤祠街道河堰嘴社区志愿者
毛登科 资阳百威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王雪寨 高新区狮子山街道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吴 雯 共青团安岳县委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杨晓玲 乐至县妇联巾帼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各县（区）文明委，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各部门
（单位），各志愿服务组织：

2020年，全市各志愿服务组织、各基层社区、广大志愿者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关爱他人、关爱社会、
关爱自然”志愿服务活动，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积极行
动，营造了“这城市有爱”的浓厚氛围，汇集起“创建文明城市、建设
有爱之城”的强大力量，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为充分发挥先进
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动员和凝聚更多的部门（单位）、志愿服务组

织、基层社区、广大志愿者服务社会、奉献爱心、传承文明，市文明
委在全市组织开展了 2020年度志愿服务先进典型评选活动。经层
层推荐、评选审定、网络公示等程序，决定表扬“阳光成长”关爱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项目等 6个项目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资阳市心公益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 5个组织为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资阳市雁江区
三贤祠街道马鞍社区等5个社区为优秀志愿服务社区、张平等10人
为优秀志愿者。

希望受表扬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更好地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要践行新思想、传播新风尚，大力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受表扬的先进典
型学习，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让志愿服务成为风尚，推动形成志
愿服务“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生动局面，为资阳创建文明城市，
建设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作出新的贡献。

资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2020年11月27日

资阳市精神资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文明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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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资阳市志愿服务先进典型评选活动表扬名单

黄廷杰

黄廷杰，77岁，在雁江区丹山镇从医 60
余年。年过古稀的他始终不忘“慈善济人”
的家风家训，带领家人热心公益卫生事
业。他不仅医德高尚，还带领族人修路为
民解忧，最难能可贵的是自费组织慈孝宣
传，涤荡人心，被选为“丹山慈孝文化宣传
大使”。

为解决村民行路难，1998年，黄廷杰带
头捐资 4 万余元修建三圣路、报恩路；牵头
组建施工队，为桥沟等村修建水泥路 4 公
里；出资 30多万元为群众修建文化院坝。

自 2007年起，黄廷杰组织开展演讲、文
艺演出等活动，不断弘扬慈孝文化。2001
年，他协调民政筹资建设三圣庙，每月策划
开展两次公益活动，引导群众向善立德。
2010年，组建农村中老年源声演唱队，走遍
了雁江及周边县市，年均义演 30余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黄廷杰主动请缨，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为镇村疫情防控贡
献力量。黄廷杰用爱心仁心善心温暖他人，
弘扬和传承中华美德，不断传递着正能量。

安岳县妇联巾帼志愿服务队自2013
年成立以来，依托各级妇联组织和“妇女
之家”“儿童之家”等，以巾帼微公益为载
体，以服务妇女儿童、服务家庭为宗旨，以
促进妇女素质和文明程度提升为重点，
踊跃参与服务妇女儿童的各项公益活
动，切实扮演好妇女“娘家人”的角色。

安岳县妇联巾帼志愿服务队现有
队员 64 名。近年来，组织“幸福使者”
骨干讲师到贫困村开展讲座若干次；开
展母亲课堂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等
活动 100 余次；开展“悦读阅美”“柠宝
欢乐学”等活动 50 余场；开展“情暖童
心·圆梦微心愿”活动，征集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为近 500名留守儿童圆梦“微
心愿”；主动对接高等院校，连续 3年开
展“阳光夏蕾”大学生暑期支教活动，辐
射影响留守、困境儿童 3000余人次；开
展“春蕾圆梦”活动，为 63 名贫困大学
新生募集爱心助学金 12 万元。同时，
开展巾帼家政、种养殖技术等实用培训
和竞技比赛；创新“巾帼脱贫+巾帼创
客”模式，服务贫困妇女 5万余人次，帮
助 1.2 万人实现脱贫增收；走访慰问贫
困母亲 200 余名，发放慰问金 16 万余
元。同时，还开展了女童安全、巾帼维
权大讲堂，以及“巾帼维权·送法到‘家’”
等普法宣传活动，服务覆盖人群超过 1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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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献社会
温暖在社区

安岳县妇联巾帼志愿服务队

关怀妇女儿童
“娘家人”在行动

医者仁心 慈善济人 蒋小康

蒋小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员工。2016年元宵节，
他奋不顾身地跳入河中，成功救起了两名不慎落水的
儿童后，悄悄离开。这一事件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在资
阳掀起了寻找电力“英雄哥”的热潮。

作为资阳“红细胞”联盟志愿者的一员，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蒋小康的身影。今年疫情期间，蒋小康得
知医院、福利院、养老院等机构采购蔬菜较为困难，主
动联系几家蔬果专业合作社，动员对方捐赠蔬菜；面对
无人采摘蔬菜的难题，他组织志愿者进行采摘、运输，
解了医院等机构的燃眉之急。同时他与其他党员一起
战斗在疫情防控检测执勤点，劝返走亲访友和非居住
人员及车辆、对居家隔离的返乡人员进行随访、宣传防
疫政策、测量体温等。

扶弱助困，温暖失孤儿童；热心公益，关爱困难群
体……蒋小康做的一件件、一桩桩好事、善举让人动
容，他先后被评为“四川好人”、“感动资阳”人物、资阳
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并入围“中国好人”候选名单。

很多人问蒋小康做这些事“图啥子”，他回答：“永
葆一颗善良正义之心，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让城市更
温暖、让社会更美好。”

贡献绵薄之力
让城市更温暖

知恩图报
投身公益十余年

创立爱心协会
情寄社会公益

“受益对象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所有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这是乐至县壹玖公益协会创始
人、执行会长李太银常挂在嘴边的话。李太银，
2018 年被省红十字会评选为优秀会员，2019 年被
评为资阳好人，乐至县优秀抗疫志愿者等称号。

李太银曾经是广东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工
作中他发现许多务工人员想念留守家中的亲人。
2016年，他毅然辞去月薪数万元的工作，开启了公
益之路。他到全国多地实地了解留守儿童、留守
老人和留守妇女的状况。当年，回乐至发起并成
立了乐至县壹玖公益协会。

2016年至今，由李太银策划发起的“为留守加
邮”“爱娃，从齿开始”“爱娃护眼 光明未来”“少年，
向毒品说NO”等项目募集物资 210万元，为近 7万
名留守儿童送去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李太银除了为偏远乡村
留守儿童送去防疫物资，还通过壹玖公益在支付宝
公益平台发动4万余名网友，募集资金3万余元，用
于支持一线抗疫工作。疫情期间，协会累计捐赠价
值5万余元的物资，为儿童健康项目筹款33万元。

截至目前，壹玖公益协会有志愿者 160 人，今
年平均每月服务 200余小时。4年来，协会得到了
中华少年儿童救助基金会、省红十字基金会、省慈
善总会等部门的认可和支持。

从受人帮助到帮助他人，2016年度资阳市最美孝
亲敬老模范、乐至县残疾人创业者协会副会长周学文
已经成为乐至公益的一面旗帜。

周学文生于农村，成年后到外省打工谋生。2007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让他卧床不起，正当面对巨额
医疗费用一筹莫展时，周围的好心人向他伸出了援手。

“有的好心人连名都没留。”病愈后，周学文一边
打工，一边关注公益事业。2015年，回家多年的周学
文和几名热心公益的伙伴，成立了帅乡爱心家园公益
协会。

从帮助受疾病困扰、家庭贫困的个体，到开展“帅
乡春晖”关爱农村特殊留守儿童及困难青少年群体、

“梦想启航 为爱奔跑”乐至县首届MINI马拉松公益助
学跑……协会举办的公益活动，周学文都积极参与。

2018年6月，因工作原因，周学文离开了帅乡爱心
家园公益协会，但他仍然关注公益事业。几年来，他组
织发动650余人加入公益组织，累计募集善款220余万
元，对50余名特别困难人员实施了专项救助。

2019 年，周学文又加入了乐至残疾人创业者协
会，为乐至残友们带来了外界的更多优质资源，致力
于帮助残疾群众脱贫致富。

李太银

互助

雁江区雁江镇师园社区现有居民
3967户，志愿服务站成立于 2014年，目
前有志愿者服务队伍 7支、志愿者 1400
余名。社区已建立起了“社区＋志愿
者+社会组织”的工作模式，开展文艺
汇演、医疗义诊、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
活动 100 余场，惠及上万群众，在辖区
营造了“爱心献社会·温暖在社区”志愿
服务氛围。

师园社区不断扩大志愿者队伍，从
党员、青年、巾帼、银发、五老志愿服务
队发展到现在包括暖阳、雁城大妈在内
的 7 支不同类别志愿者服务队。队伍
建好后，充分发挥志愿者人头熟、信息
灵的特点及时掌握动态，提前介入和处
置。通过资源融合，开拓纠纷评理团、
邻里驿站帮、医疗义诊队等志愿服务平
台；此外，社区还建立QQ群、微信群等
便捷服务通道，方便群众参与志愿服
务，让“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
者”不再是一句口号。

近年来，师园社区志愿服务队安全
教育宣传、宣讲遍地开花，安全意识入
脑入心；“雁城大妈”巡逻队日夜守护保
平安；纠纷评理团进小区入户促和谐；
义诊服务利民便民；“免费理发”惠取民
心；读书活动、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活

动，为社区添姿加彩。今年疫
情期间，坚守在各住宅小区门

口的“红马甲”成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