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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助甘肃一所孤儿学校，他们在扬城多家社区收集爱心——
—

扬大“牛津团”巡回募捐助孤儿

为节省费用，
全班同学分工清洗爱心衣物
清明小长假期间，扬州大学扬 捐，并将募捐所得寄给甘肃省甘南

集到的适合 16岁以下孩子的衣服全部
分类，并分给班里的同学一起清洗。“送
到干洗店洗的话，实在是太贵了，所以都
是班里同学负责清洗。”等到全部洗净晾
干后，将寄给贫困地区的小朋友。“我们
的活动会一直坚持下去的，等到我们毕
业的时候，也会交给下一届，让他们把爱
心坚持到底。”王昊一一边洗着衣服一边
告诉记者。

子津校区的一群大学生也没休 州夏河县麻当乡化旦尖措孤儿学校
息——
—他们每两人抬着一个装得满 的孩子们。因为一开始他们常用一
满的大包，忙碌地穿梭于各个校区。 种“牛津包”来装募捐到的物品，他
他们来自扬大能动学院电气 1102 们将自己称为“牛津团”。
班，全班 53名同学利用周末进行募

活动发起

甘肃偏远学校需要帮助

这两天虽然放假，可“牛津团” 位置偏远，买东西要到很远的地方
的值班同学也没有休息。记者赶到 去。由于这所学校是私人筹办，得不
时，他们正在宿舍清洗募捐回来的 到国家经济上的补助，虽有民间基
衣服。“班里每个同学要洗 13件左 金会的支持，但还是远远不够。学校
右。”“牛津团”成员张同学一边说， 资金一直不是很宽裕，随着孩子的
一边细心清洗衣服。
增多，校长的压力越来越大。
说到“牛津团”的成立，负责人 “这些都深深触动着我们，在这
王昊一告诉记者，三周前一次偶然 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孩子在受苦。”王
的机会，他在团委老师那听到关于 昊一借着学院正在进行的“爱在春
甘肃孤儿学校的消息。5年前，该校 天”主题活动，发动全班同学行动起
校长化旦尖措为帮助孤儿，建立了 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没想到这
民办孤儿学校，开设了英语、数学等 个想法得到了全班 53名同学和学
课程，共有 6位志愿者老师任教。几 院团委的大力支持。”王昊一说。
年来，周边几公里的孤儿都被亲戚
因为一开始同学们都用牛津包
送到这里学习，现在共有 80位 3－ 来装募集到的物品，所以同学们自
18岁的孩子在该校学习。当地地理 称是“牛津团”。

筹集物资

巡回多个大社区募捐

通讯员 张言 方国章 记者 陆康洁

【爱心呼吁】

邮费高昂，请您帮忙

整理爱心衣物 。

是衣服、图书、文具等。
王昊一印象最深的，是同学们第
一次募捐。“那段时间，扬州常会刮起
大风，我们还担心小区的居民可能都
不出门，我们又不好去挨个敲门，真怕
活动办不下去。”王昊一告诉记者，
“现
在看来这些都是多虑了，没想到叔叔
阿姨们都非常支持这个活动。”
当天活动开始的一大早，同学
们刚刚到达翠柳苑，就和社区服务
中心的叔叔们一起将“爱如人间三
月天”的海报张贴了起来。亮眼的海
报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爱心捐赠
的人也越来越多。

一位洗澡归来的大妈让在场的
志愿者们很感动，她捐出了 11张
10元纸币，还一直说自己没带够
钱。但当志愿者询问她名字的时候，
她连自己的姓氏也不愿透露。在大
妈的感染下，该组同学也纷纷捐出
了自己的零花钱。
有个七八岁的小朋友也捐出了
自己 50块钱的压岁钱，他高兴地跟
妈妈说：
“我也做好事了！”
就在同学们将要离开时，有一
位小朋友将自己仅有的一元钱也捐
给了贫困地区的小朋友，在场的志
愿者们为这个小朋友鼓起了掌。

3月 23日，班里的同学就开始 但时间久了，他们也熟练起来，做事
进社区爱心募捐了。“拿着一个个牛 容易多了。
准备寄出
全班同学集体洗衣服
津包，刚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但事
大家先后在翠柳苑、新城花园、
情一旦做起来，也就觉得很自然 秦淮花苑等几个小区进行了大范围
在短短的两周内，团委为“牛津 堆满了志愿者们募集到的物品。
了。”不少志愿者表示，活动刚开始 的募捐活动，因为受助者主要是孤
目前，班长王昊一已经把募
的时候总有居民怀疑他们是骗子， 儿，所以他们募捐的现金较少，主要 团”提供的 10多平方米的仓库已经

【《产妇临盆！车主纷让“生命通道”》追踪】

在 “牛津团 ” 的传单上有一段
话 ：“也许您的一本书 ， 一件衣服就
能帮助一个孩子的一生 ， 在这烟花
三月 ，让世界充满爱 ！ ”
记者了解到 ， 目前第一阶段筹
集的物品已经基本充足 ， 但高昂的
邮费却是一个难题 。 如果您想为志
愿者们的爱心行动奉献一份爱心 ，
可与此活动的负责人王昊一联系 ，
电话 ：18252710521。

每件衣物的背后都有爱的故事 。

“刚出生的孩子，得到了众多陌生人的温馨关爱”

可爱宝宝羽馨 。

/ 核心提示 /

本报昨天刊出的 《产妇临盆 ！ 车主
纷让 “生命通道 ”》一文 ，在社会上引起
极大反响 ，记者昨了解到 ，新生女婴的
名字已取好 ，名中有个 “馨 ”字 。 孩子的
爸爸说 ， 这个字代表孩子是在好心人
所给予的温馨下所诞生的 。

全家 一路感受温馨
感恩 孩子取名“羽馨”

昨天，记者再次赶到妇幼保健医院
时，张爸爸正乐呵呵地瞅着自己的孩子，
笑得合不拢嘴，而妈妈则在一旁微笑地
看着丈夫和刚出生的孩子。
“母女平安，母女平安！”见记者来，
张爸爸的笑容更大了，一遍遍重复着这
句话。他告诉记者，有了女儿，他兴奋得
一夜没睡，回想起当时的惊心一幕，都觉

感恩好人！女宝宝取名“羽馨”
市民热议：换了我也会这么做 ■专家观点：
普通大众传递正能量
市民李小姐认为，从这件小事上可 她将车的备胎换上，这让她感动不已。

■
得是做了一场梦。幸好有了好心人 待地要来到这个世界，在赶往医院
的帮助，他们一家人才能在此刻这 的路上，他们一家人受到很多陌生
么幸福地在一起。
人的温馨关爱与帮助，所以特地在
“眼睛已经睁开了，特别漂亮， 女儿名字中加了个“馨”字。
表情也特别丰富，又是哭又是笑 “感谢那位交巡警，也谢谢那
的。”张爸爸逗着女儿，表情十分满 些为我们让路的好心人。”张爸爸感
足。
动地说，他的父母赶到后，听了自己
他告诉记者，当天晚上，他想 描述当时的情形，也十分感动。他们
了一夜终于给女儿取好了名字，名 一家人都希望，能通过本报，向那些
字叫“张羽馨”。他说，女儿迫不及 好心人表达他们的感谢。

市民
热议

举手之劳改变命运

看出，扬州的“好人精神”已植根在普通
市民的心中。她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扬
州人，也曾受过许多无私的帮助。就在不
久前，她的车在路上不慎爆胎，正在她一
筹莫展站在路边时，一辆陌生的车在她
身边停了下来，一位年轻人走下车帮助

【专家观点】

汲取天泉之水 ，汩汩千年不涸 ，水质清洌甘美 ，滴滴纯净天
成。 甄选优质高粱、大麦、豌豆、小麦、糯米等谷物，新鲜饱满，颗
颗浑然地生。 水粮交融，乾坤聚合，因缘生酒。 酒体丰厚绵甜，幽
雅醇香，乃是源自天地造化，得于万物灵犀。

记者 韩秋 赵雅琼

大众传递正能量 文明城独特风景

“这是一群普通大众所传递的社
会正能量。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吴林斌十分感慨。 他说，这件事
这一幸运之家的经历，经过本 到这则新闻后，第一反应就是，这 与其他的好事相比
，
报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 都是应该的，如果当时挡在这对夫 这里所指的好心人，，最大的不同就是
不是固定的一个
响。市民们在感慨这一家人幸运的 妻前面的车是他的，也会毫不犹豫 或是几个人，而是一群人，这正代表了
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为他们让道，因为谁都会有需要帮
。
“如果当时是我，我也会这么 助的时候，有时候人的举手之劳， 扬州市民们人心向善的良好风气
他说 ， 扬州是一座古城 ， 在这座
做的。”市民罗先生说，从报纸上看 可能改变他人的命运。
古城里 ， 每天都发生着让人感动的

换我也会这么做

“我觉得，只要存好心，就能做
好事。”李小姐说，这些让道的市民，
可能觉得自己做的只是件普通小
事，但正是这样越来越多的“普通小
事”，才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

事 。 这些好人好事 ，构成了 “文明城市
的美丽风景 ”。
在这个故事中 ，大家都为一个新
生命的诞生而爱心接力 ， 认识的 ，不
认识的 ， 都愿为这位孕妇让道 ， 让孩
子得以在一种美好温馨的情形下降
生 ，实在是让人感动 。 这就是文明正
义与道德的力量 ，让人觉得心里很温
暖 ，很美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