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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刚：公益要带着真诚上路
◇全媒体记者 李艳红
“我常常在思索，公益的未来
是什么，它应该有着怎样的高度
和深度，公益人应该怎么做？这
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
“公益再也不应该像 20年前
的模式，虽然草根儿是公益的基
础，但更需要精英带领公益人上
一个新台阶。”
1月 9日，
“紫丁香之爱”公益
组织创始人魏刚向记者说。
在做公益的路上，许多故事
至今让魏刚难以忘怀，有一年，魏
刚走进呼和浩特第三监狱，给那
儿的服刑人员上励志人生课。一
位 30岁的服刑人员拉着魏刚的
手，眼眶噙满泪水说：
“ 魏老师让
我懂得一个人心灵的安静，才会
有人生的起航，不会再烦躁了。”
据统计，魏刚在司法系统做
心理、人生、思想等内容的各种报
告达 500余场。
在他的感召下，相继有 20多
位心理咨询师在元旦、春节、正月

十五期间到各监狱及劳教所进行
巡讲，为特殊人群奉献特殊的爱，
体现社会的关爱和社会公益志愿
者的一份真挚情怀。
采访期间，魏刚接到一个电
话，电话中商谈着去给学生做心
理咨询。魏刚告诉记者，他还是
青城 13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他
坚定地说，作为呼和浩特市红领
巾的顾问，愿意将红领巾的事业
做到老。
魏刚常年奔走在学校、乡村、
社区等各个行业，为市民送道德
风尚、为孩子送理想信念、为他人
送生活力量，截至目前，他个人进
行的“教育与爱大讲堂”各类讲座
已有 300多场，成为呼市道德宣
讲文化传播大课堂最亮丽的地
方。
据了解，魏刚创建的“紫丁
香之爱”公益组织（呼和浩特市社
会化教育研究会）于 2006年 3月
8日建立，前期叫“爱心使者”团
队，民政注册于 2011年 3月，主要
涉及咨询教育、文化出版、策划传

播及大型社会活动的推动。核心
人员 300多人，外围人员达 3000
人。
这些年中，他所带领的“紫丁
香之爱”公益团队资助各类中小
学生 807人次，学生分布在兴安
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主
要是呼市地区四区五县。此外，
魏刚个人及他的家庭资助了 20
名中小学生，向社会累计捐助各
类善款和资助贫困生达 20万多
元。他的侠肝义
胆、无私奉献，在
社会上赢得“丁香
侠”
的雅号。
“公益不分
家，是共同体，而不是单独
的。”魏刚重复说，不要去给
自己谋功利，而要给所爱的
家乡和亲人谋幸福，带着真
诚上路，带着快乐行善，带
着感恩分享，我们的城市才会变
成和谐之城、自然之城、好人之
城、智慧之城、幸福之城。
◆魏刚

内蒙古晨报联合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
发起
第五届
“志愿者关爱行动”
，
我们为最可爱的人打c
a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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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 阳光少年”
关爱行动走进托县
◇全媒体记者 王乐

志愿者报名近 200人
即日起，内蒙古晨报联合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第五届“志愿
者关爱行动”，邀您一起为身边的志
愿者打 cal
l
（网络流行语，意为“加
油、打气”
），用我们的行动温暖志愿
者的心，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敬意
和祝福！
为了向广大志愿者表达关怀和
敬意，自 2013年以来，这一暖心的
公益行动，已成为天天正能量与全
国 各地 志愿者 之间 的 一个 美好 约
定。
作为此次志愿者关爱行动在内
蒙古的独家合作媒体，内蒙古晨报
将全权负责此次活动在内蒙古的组
织和开展。此前内蒙古晨报已携手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连续发起了
第四届志愿者关爱行动，共为我区
100名优秀志愿者送上了新春祝福，
为 10名最佳志愿者（组织）颁发了
正能量奖，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满
满的感恩和敬意。

为志愿者打 cal
l
一次，
阿里捐 10元
此次“志愿者关爱行动”，由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河南、江西、
甘肃、黑龙江、宁夏、江苏、辽宁、湖
北、陕西、吉林、山东、内蒙古 12省
区的合作媒体共同发起，活动推出
一款“为志愿者打 cal
l
”的专属互动
页面。

除了读者及网友为志愿者打
cal
l
，本届志愿者关爱行动的另一重
要环节，是年度正能量志愿者的评
选。读者及网友均可手机扫码打开，
选择所在省份，
输入想要打 cal
l
的志
愿者名字，均可通过“为志愿者打
cal
l
”专属互动页面上的“推荐志愿
者”
按钮，
推荐（或自荐）身边的优秀志
愿者参与评选。点击
“帮 Ta上头条”
即可为其生成一个专属的报纸虚拟
头条，并支持分享到朋友圈。
拿出手机，扫描下方“为志愿者
打 cal
l页 面 二 维 码 ”，即 可 进 入 打
cal
l
页面参与互动！
页 面 底 部 设 有 打 cal
l进 度 提
醒，读者及网友每生成一次打 cal
l
的虚拟头条，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就将捐出 10元公益金，用于评选和
表彰年度正能量志愿者，并为他们
送上新春祝福和年货礼包。
“他们用无私善良的心，
给这个世
界增添暖意。如今我们以打cal
l
的方
式，
向他们致敬！愿这个群体能够得
到社会更多的关注，
愿他们的默默付
出都能被珍视，
愿他们的善举能够点
亮更多平凡人的心，
一起加入到志愿
者的爱心行列中来。
”
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平台负责人表示。
目前，
线上、
线下志愿者报名人数
已近200人。

年度正能量志愿者评选，
请您来推荐
同时，您也可以拨打内蒙古晨
报新闻热线：0471—3339111进行
推荐。

征集结束后，内蒙古晨报将安
排记者采访核实，层层筛选，优中选
优，评出 100名 2017内蒙古（地区）
年度“优秀正能量志愿者”，之后继
续通过专家评审，评选出 2017内蒙
古（地 区）年 度“ 十 佳 正 能 量 志 愿
者”
。

年度正能量志愿者评选原则：
形象正面，口碑良好，在 2017
年里有丰富的志愿服务经历；
加分项：
1
.
行为正能量：有突出的正能量
事迹，
具有良好社会示范价值和传播
价值；
2
.
心态正能量：日常生活中积极
向上，
能够感染和带动身边的人；
3
.
勇于创新：乐于思考，能够紧
跟时代潮流，不断创新公益理念或
形式。
春节前夕，内蒙古晨报将为所
有年 度正能 量志 愿者 举 行颁奖 典
礼。当选年度十佳正能量志愿者，
可获荣誉证书及正能量奖金 2000
元；当选年度优秀正能量志愿者，可
获荣誉证书及内蒙古晨报联合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特别定制的新春大
礼包一份。
更多活动详情及进展，请关注
天天 正能量 官方 微信 及 内蒙古 晨
报后续报道。

为志愿者打 cal
l

天天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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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1日，由内蒙古青基会和内
蒙古红太阳食品有限公司举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践行十九大精神——
“希望工程 阳
光少年”
关爱行动走进托克托县。
活动现场，受助学生代表与内蒙古青基
会、内蒙古红太阳食品有限公司、大成律师事
务所签订受助四方协议，330名孤儿和特困家
庭孩子将得到每人 1000-3000元助学金，共
计 41万元。
“希望工程 阳光少年”关爱行动是内蒙古
青基会和内蒙古红太阳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开
展的专项针对特殊群体孤儿救助的公益活动，
今年 3月，内蒙古红太阳食品有限公司与内蒙
古自治区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设立“希望工程 阳光少年”关爱孤儿行动
专项基金，计划连续三年每年捐赠 100万元专
项救助我区未满 18周岁贫困孤儿。截至目
前，该关爱行动共资助 400名孤儿和特困家庭
青少年，接下来，
“希望工程 阳光少年”关爱行
动将陆续走进土左旗、和林县、清水河县、武川
县，将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将爱的种子播撒到
全区每一个需要温暖的地方。

爱心在路上 扶贫暖人心
◇全媒体记者 王乐 弓小立

本报讯 1月 11日，由内蒙古万里行公益
协会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和医疗队伍，在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精神文明办的大力支持，在当
地村委会、医疗卫生监督各个单位的积极配合
下，前往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城关镇二道河
村开展 2018年“爱在行动送温暖”主题慈善扶
贫慰问活动的启动仪式暨 2018年首次慰问扶
贫活动。
在此次慈善扶贫慰问活动中，为 10户孤
寡老人、特困家庭，送去米、面、奶粉、内衣裤、
棉裤、棉被等粮油衣物生活必需品和常备药
品。同时，由四家医院联手组织的医疗队伍进
行了义诊，
就诊人数达 230多人。此外，
丽妍美
容美发学校志愿者为 50多位群众公益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