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降低捐助门槛，关先
生设计了“5+1”模式，5名志愿
者帮助一名贫困学生。但不少
热心群友主动提出，要一个人
定向帮助一名贫困学生。群友
“一米阳光”一个人参加了6组
助学，群友“ren红”一家5口全
部参与助学。

后来 ，QQ群换成微信群
后， 江都公益沙龙名字未变，
群友的热情未减 。 每到开学
前，关先生都会公布最新需资
助的贫困学生名单，群友照例
打款给他，一起寄给远方的孩
子们。汇款后 ，关先生会在群
内公布汇款凭证及相关资料。

对于微信群内的网友，作
为群主的关先生真正认识的
并不多 ：“很多人不愿意把真
实姓名公布出来，只是希望默
默地做点好事。”

费丽媛同学是甘肃定西
市安定区御风中心小学七年
级学生 ， 有一妹妹在同校上

学，奶奶年迈，母亲体弱多病，
父亲在一次车祸中右腿骨折，
手术后感染，只能做些轻体力
活。5年前，江都公益沙龙开始
资助费丽媛同学至今。费丽媛
同学父亲在感谢信中说 ：“有
了你们的帮助，我一定教育孩
子好好学习，绝不辜负老师和
你们的期望 ， 将来要考上大
学， 将你们的爱心传递下去，
来报答你们对孩子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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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先生是江都某企业高
管。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从微博上看到，西部一学校
老师向社会求助，需要书包等
学习用品，于是就组织了一些
网友捐赠了书包。通过这次活
动，关先生还了解到 ，当地好
多孩子因家庭困难辍学。经了

解，他们一年的学习费用也就
600元。

“当时想 ，一个人一下子
拿出600也不少， 不如组织五
个人一组帮助一名孩子，直至
初中毕业。这样每个志愿者一
年只要捐助120元， 既减轻了
志愿者的负担，又达到帮助的

目的。”关先生介绍说。
关先生一直热心公益，此

前 已 创 建 公 益 QQ 群
（98010133）—江都公益沙龙，
帮助江都本地贫困群体。后来
这个公益QQ群吸引了更多爱
心人士，关先生就一直在考虑
扩大资助范围。关先生通过多

方查找，与西部一些大学生志
愿者组织建立联系。这些大学
生志愿者利用寒暑假走访贫
困地区，搜集需救助的贫困家
庭，将信息散发到网上 ，寻求
其他爱心志愿者援助。

“刚开始只有5名网友参
与，现在已有80人。”关先生介
绍，“7年时间， 我们累计资助
了贫困学生39人，目前已捐助
42300元。”

正能量微信群
7年资助贫困生39人
■资助者：不愿公布姓名，只想“默默做点好事”
■受助者：寄来感谢信“一定教育孩子好好学习，将爱心传递下去。”
■群主：放大微信群正能量效应，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体

江都一群匿名网友通过微信群组成公益助学联盟

“@全体成员

2018年组团助学活动

开始了，表中余额为

红色的都需要打款，

老规矩，不■嗦，个人

单独资助的志愿者，

开学后再打款。谢

谢。”这是江都一个公

益沙龙群里的信息。

9月将至，开学在

即，江都一个叫江都

公益沙龙的微信群开

始热闹起来，群友纷

纷打款给群主，为远

在中西部的26名贫困

孩子缴学费。

“这次学费筹集

已经结束，每次发通

知，很快收到打款。”

群主关先生昨日向记

者介绍，“这批学费将

在明天汇出。”据悉，

关先生建立的“江都

公益沙龙”微信群不

断发挥群的正能量效

应，已连续7年资助中

西部贫困孩子39人

次。

方便、 实用、 快捷的微
信， 不仅大大增进了人际间
的日常交流与情感维系,也有
效增强了彼此间的信息传播

和知识传递。 微信群也像一

个大箩筐， 你往里面种上鲜
花，它就是花盆；你往里面栽
进树根，它就是盆景；你往里
面倒垃圾，它就是个垃圾桶。
一个好的微信群就应该是

“盆景 ”，是 “风景 ”，有内涵 ，
有力量。 如果一个微信群是
向上、向善的，群成员之间发
布的都是正能量的信息 ，那
么小小微信群就会满满正能

量，这种正能量会发生裂变，
以几何数的速度传播、影响、
帮助更多的人。因此，我们期
待更多微信群能发生正能量

的“裂变效应”。

7年时间资助中西部贫困生39名

关先生说，江都公益沙龙
QQ群、微信群会继续做公益，

除了资助中西部地区贫困家
庭孩子外，还会帮助江都本地

贫困群体。实践证明，微信群、
QQ群的 “正能量力量” 无穷

大，很多网友心怀善念 ，我们
将通过搭建网络平台，发挥群
的“正能量力量”，将这些网友
聚沙成塔，帮助更多的困难群
体。 记者 嵇尚东

小编
快语 期待正能量微信群的“裂变效应”

育才、汶河、东关等多所小学昨电脑随机分班

“阳光分班”“经纬排座”更公平
双胞胎怎么分？重名孩子怎么分？都有应对办法

还有几天就要开

学了，如何分班，如何

排座，成为很多家长

关注的焦点问题。昨

天上午，育才小学、汶

河小学、东关小学等

广陵区的多所小学进

行了“阳光分班”。记

者在现场发现，针对

双胞胎、重名的孩子，

学校都有一套成熟的

分班规则，做到了阳

光透明。

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开展适龄重度残疾人送教上门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6-15周岁重度残疾人可在家学文化
师资、教材、经费全力保障，提高残疾学生适应社会能力

日前，市教育局发

布《关于开展适龄重度

残疾人送教上门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今年

我市面向本市范围内

6-15周岁有就读需求

但不能到学校就读的

持证居家残疾人推出

了送教上门服务，并且

将在师资、教材、经费

上对这一新型教育模

式予以全力保障。

教
育
公
平

模
式
创
新

每年分班时都会有重名的现象。针
对这一点，在电脑摇号分班前，学校都
会做周密安排。以育才小学为例，今年
该校有3个重名学生， 为了防止电脑摇
号分班时混淆，每个孩子的姓名后都标
注孩子父母名字。据了解，广陵区每一
届新生入学之际，一年级家长都有机会
参与新生分班观摩活动 。“阳光分班 ”
后，孩子进校还将通过“经纬排座法”感
受校园内平等、公正的教育氛围。

“‘经纬动态排座’可以让每个孩子
座位不仅仅是前后轮坐， 还有左右调
换。”育才小学东区校负责人介绍，这种
排座方法让每一个孩子既有在前排和
老师“零距离”接触的机会，也有在后排
“遥看”讲台的时候。 记者 楚楚

昨天上午， 育才小学多功能报告
厅坐满了前来监督分班的新生家长。

今年育才小学有新生699人，其中
参加电脑分班人数673人，共分为13个
班。分班时先采取电脑随机分班，将学
生随机分成13个班级。

在40多名家长见证下， 学校工作
人员打开智能分班系统，学生的编号、
姓名、性别等资料出现在投影屏幕上。
系统启动后，参与分班的673名学生自
动随机分配到13个班级， 整个过程只
花了几分钟。

随后，在家长监督下，学校工作人
员现场将分班名单进行打印， 并张贴
在报告厅门外。同样，教师教哪个班，
也是现场由班主任随机抽签决定。

育才小学今年有新生699人，为什
么只有673人参加电脑分班？另外那26
人哪里去了？

“这26人，有10对双胞胎，6名艺术
体操运动员。这部分比较特殊，必须进
行预排。”育才小学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育才小学作为“国家艺术体操后备人才
基地”，每年肩负着培养艺术体操运动
员的责任。为了便于管理，6名艺术体操
运动员全部预先编入1班。10对双胞胎，
则被预先依次分入2-11班。 对于双胞
胎的预排，学校非常严谨，现场将10对
双胞胎的户口本给现场观摩家长传阅。
虽然对艺术体操运动员与双胞胎进行
了预安排，但具体分配到哪个班主任，
还是由分班现场抽签决定。

送教上门服务对象是指本市范围
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年龄在6-15周岁、有就读需求但不能到
学校就读的居家重度残疾人。送教上门
的服务地点一般为残疾人住所或康复
机构和“残疾人之家”，遵循家庭自愿申
请的原则。另外，送教人员还将根据服
务对象的实际， 选择合适的内容和方
法，与家长（或监护人）会商形成个别化
教育计划，并有序实施。

“送教学校和残联相关部门会统筹
安排送教时间，家长（或监护人）应参与
送教工作的全过程。” 市教育局基教处
陈月明表示，对适龄重度残疾人实施送
教上门服务属国家义务教育范畴，接受
服务的家庭及个人不用缴纳任何费用。

据悉，9月开始，将正常开展送教上
门服务。各地根据送教上门服务对象的
数量， 配齐送教上门服务的教师队伍。
服务对象的学籍由实施送教上门服务
的学校管理。

“送教上门”将采用直观式、游戏式
教学方法，循序渐进。“送教上门服务是
面向特殊学生的新型教育模式，主要目
的是提高残疾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陈月明表示，教育部门将着力建设适合
特殊学生身心特点的 “道德与法制”、
“文化知识”、“生活适应”和“个性兴趣”
等课程，“其中 ‘文化知识’课程，原则
上以语文、数学和生活常识为主，不统
一教材，可参照义务教育阶段课本选择
或编写教学内容。”

志愿者网友不愿公布真实姓名

发挥微信群的“正能量力量”帮助更多人

公开
673人电脑随机分成13个班

追问
双胞胎、运动员如何分班？

公平
入学后实行“经纬排座法”

服务对象
6-15周岁想读书的重度残疾人

送教课程
以语文、数学和生活常识为主

制度保障
纳入各地各校学年度工作考核

《意见》明确送教上门服务对象的
生均公用经费，按普通学校生均公用经
费标准的8倍以上拨付， 用于送教上门
教育教学设备的配备，以及送教上门服
务人员（含志愿者）的交通费等补贴。教
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安排专人负责此
项工作。为确保送教工作安全，每次入
户送教服务应有两名人员，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或特殊教育指导中心要为送教
上门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陈月明表
示，送教上门要纳入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学年度教育教学常规工作和检查考
核内容，“各特殊教育指导中心或学校
每学期至少1次到接受服务的学生家
庭，检查上门送教情况，了解家长对送
教上门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 楚楚

35辆“爱心车”免费服务省运会

爱心车队出租车贴上免费服务标识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大红的底色，圆形的标贴，上
面写有 “扬州爱心车队第十
九届省运会应急免费服务
车”等字样……29日，由爱心
车队队长赵佑龙设计的省运
会免费接送服务车的标贴设
计完成， 正式亮相。“爱心车
队 ”35辆出租车将免费接送
省运会嘉宾。

2002年， 扬州爱心车队
成立，作为一个公益组织，扬
州爱心车队每年都举办各类
公益活动， 涉及学雷锋义务
维修小家电、无偿献血、爱心
送考、资助贫困学生等。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爱心车队“爱
心助考” 13年免费送考。 仅
今年高考期间 ， 就有150辆
“爱心车 ”上路 ，为考生提供
了各种免费送考服务。 只要
有需要， 考生看到有爱心标
贴的车辆， 就能随时招手拦
车，随时得到免费用车服务。
爱心车队已经成为扬州的一
道靓丽风景。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
和第十届园艺博览会将于9月
在扬州盛大举行，作为爱心车

队队长的赵佑龙早早开始谋
划如何服务省运会和园博会，
早在3月份， 他便与市体育局
负责同志联系，研究爱心车队
志愿服务省运会事宜。随着省
运会开幕日期的临近， 爱心
车队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锣
密鼓地展开。 他们不仅设计
制作了爱心车队免费服务标
识， 还选定了35辆车作为爱
心服务车辆，同时排定了从9
月21日至28日一周服务车辆
日次表， 并向全体出租车发
出倡议，坚持做到车身净、车
厢净、车窗净 、座位净 、轮胎
净、车牌净等“六净”，语言文
明，行为规范 ，文明行车 ，以
整洁的车容车貌和优质的服
务，迎接来扬的各地嘉宾。

爱心车队队长赵佑龙告
诉记者：“出租汽车是一座城
市的文明窗口，也是一座城市
的流动风景线，其服务水平和
精神面貌直接反映出一个城
市的文明程度。”他认为，在扬
州举行盛会之际，爱心车队出
租汽车驾驶员更是责无旁贷，
更要从身边做起， 从点滴做
起，服务好省运会和园博会。

确保省运会食品安全

市食药监局、卫计委联合举行专项演练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
29日下午， 市食药监局和市
卫计委联合举行省运会食品
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流程演
练， 进一步熟悉突发食品安
全事件处置工作流程， 提高
各单位突发事件组织指挥 、
快速反应、 高效处置的能力,
切实做好江苏省第十九届运
动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确
保参会运动员、 教练员及工
作人员食品安全。

模 拟 演 练 的 情 景 是 ，
2018年8月24日20：30，扬州市
某酒店部分省运会运动员出
现不适， 有运动员出现呼吸
困难、头痛、呕吐等情况。

“通过演练，让大家熟悉
了食物中毒事件处置流程。”
市食药监局食品药品安全总

监洪昊介绍，据省运会有关应
急处置要求，发现食品安全事
故的任何人不得迟报、 漏报、
谎报、瞒报，不得阻碍他人报
告。 对于达到一般以上级别
的食品安全事故， 区县省运
会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机
构应在1小时内报告省运会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
小组， 比正常要求高。“通过
类似的演练， 可以确保一旦
出现紧急情况， 我们能够熟
知各自职责， 熟知与哪个部
门联系， 尤其需要加强与卫
计、疾控的联系。”

演练结束后， 参演人员
再次集中学习江苏省第十九
届运动会食品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进一步熟悉应急流程，
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本月请当心婴幼儿手足口病

市疾控中心昨发布九月防病提示

昨天，市疾控中心发布9月
防病提示， 这个月份气温仍较
高， 但白昼温差变化大， 恰好
大、中、小学生开学，又逢中秋
节和国庆节前夕。 市疾控中心
专家提醒市民， 应重点关注细
菌性痢疾、 红眼病和手足口病
等传染病的预防。

开学后儿童易感染手
足口病

9月份幼儿开学，是手足口
病好发时段，95%以上发病人群
为婴幼儿，幼儿园易出现聚集性
发病。市疾控中心急传科专家张
军表示， 根据手足口病监测显
示，今年周边城市手足口病发病
数明显增加。建议，开学后幼儿
园要加强晨检制度， 早期发现，
早期隔离患病儿童。 儿童家长、
学校老师要做好个人卫生工作，
以防大人因隐性感染而将病毒
传播给儿童。若孩子确诊为手足
口病或咽峡炎， 应主动隔离，儿
童家长要及时告知患儿所在幼
托机构，以防止进一步传播。

8-9月是红眼病流行
高峰期

张军介绍， 急性出血性眼

结膜炎俗称红眼病，传染性极
强，人群普遍易感，发病率高，
传播快 ，发病集中 。日常生活
密切接触及经水传播是本病
两种主要的传播方式，最常见
的是通过污染有眼分泌物的
手，在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传
播，8-9月为流行高峰，多见于
成人。

专家提醒，居住条件拥挤、
环境卫生差、 不良个人卫生习
惯等有助红眼病传播。 一旦发
现此类疾病者， 应及时就诊治
疗，家庭做好隔离消毒。

秋季多发食源性疾病

秋季也是食源性疾病发病
高峰期。痢疾杆菌、伤寒杆菌、
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致泻
性大肠杆菌及诺如病毒等都是
常见的病原菌， 临床主要表现
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
状，可伴有发热，严重者可出现
脱水，往往在学校、幼托等集体
单位发生。 学校和集体用餐单
位要注意食品卫生， 并开展健
康教育。 市民要树立良好的饮
食习惯， 不吃生或半生食品以
及腐坏变质食品， 预防食源性
疾病发生。 杨疾萱 丁云

昨天，宝应县夏集镇各幼儿园老师用草绳、玉米棒、竹
子等物品，制作各种创意环保饰品，装扮教室和走廊，迎接
新学期。 王卓 沈冬兵 徐志香 摄

行无忧

食安全

爱心车队

微信群聊天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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