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组织
广泛参与
春雨行动
让爱暖寒冬
� � 除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广泛
参与扶贫帮困“春雨行动”外，本市民
间组织也积极参与，用爱心帮助困难
家庭抵御严寒。

12月 11日， 邢台爱心协会的志
愿者们带着帽子、手套、口罩等保暖
用品来到了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为
这里的孩子送来了冬日里的温暖。 虽
然志愿者与孩子们的沟通不是很顺
畅， 但是他们通过微笑及游戏互动，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当天的气温只有
零度上下，但是孩子们戴着叔叔阿姨
们送来的礼物， 心里却感到暖暖的，
他们用手语表达了自己的谢意，“有
人惦记着，心里暖暖的，谢谢叔叔阿
姨。 ”

上月末，邢台市公益服务协会 60
名志愿者联合多家爱心企业，先后为
内丘县南赛乡北赛村、岭底赛村以及
邢台县浆水镇下湾村、前掌村等 6 个
村庄的贫困家庭送去了 2000 件过冬
棉衣和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同时还资
助了 3 名贫困学生每人 800 元助学
金。

日前， 启民义工联合爱心商家
“福德商贸” 为沙河 5 户贫困家庭分
别送去了米面油、棉衣、棉被等慰问
品。 5户贫困家庭分别来自沙河尚贤
村、明德村、上申庄村，他们都是 70
岁以上的五保户。 今年 87 岁的王胜
安老人生活在尚贤村， 无儿无女，没
有任何生活来源，当义工们把慰问品
交给老人的时候， 只见他已热泪盈
眶。

“实地走进他们，才深知他们生
活的不易，本次帮扶活动才是一个开
始。 ”义工闫书霞说，冬日虽冷，春雨
行动却让人们感受到融融暖意。 让我
们一起努力，让爱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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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人的力量微不
足道，而群体的力量不可
估量。

天气渐寒，困难家庭
的冷暖牵动着无数人的
心。 捐一件衣物，让爱暖
冬。

今年以来，本市按照
省委、省政府《关于动员
全社会力量实施扶贫帮
困“春雨行动”的意见》要
求，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
展了扶贫帮困“春雨行
动”，一时间，一场扶贫帮
困的热火，蔓延在牛城大
地。

全市 1.5万户困难家庭
完成帮扶对接
� �“现在我们是‘亲家’了！ 有什么
困难你就跟我说，这联系卡上有我们
的联系方式，能帮的我争取在最短时
间内帮你解决，不能解决的我帮你向
上反映……”寒冬季节，邢台县国税
局帮扶人员带着爱心衣被和慰问品
来到了徐风英家。 简短的对话，拉近
了帮扶人员和贫困户之间的距离。

徐风英是邢台县中石门村村民，
她身患癌症，中年丧夫，上有 75 岁的
老婆婆， 下有小女儿都需要照顾，家
里只有她一人扛起家庭的重担，这一
扛就是十多年。 看到能有这么多人来
帮助她，感动的徐风英紧握着邢台县
南石门国税分局局长贺西健的手久
久没有放开。

12月 12 日， 邢台县供电公司青
年志愿者服务队来到结对帮扶的贫
困家庭中进行走访慰问和送温暖活
动。 该公司青年志愿者们先后看望了
12户特困家庭， 在这些帮扶对象中，
有年逾 70 的孤寡老人， 体弱多病的
弱势群体以及聋哑人。 青年志愿者们
还为每一户家中检查和整理照明线
路， 维修电源插座以及更换灯泡，确
保他们用上放心电和安全电。

近期，开发区爱凡杰小学的老师
和学生带着米面油等慰问品， 来到
“春雨行动” 帮扶对象东汪镇郝麻村
孟林发老人家中。 孩子们为老人整理
了家务，还打扫了庭院。 今年 82岁的
孟林发是一名复员军人，曾参加过抗

美援朝战争，战争导致他双耳听力障
碍。 爱凡杰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祝福
他身体健康，并且邀请老人有机会到
学校给孩子们讲当年战场上的故事。

自活动开展后，全市一个个单位
在部署落实活动的开展，一批又一批
党员群众陆续下到村里。

据悉，本市扶贫帮困“春雨行动”
涉及 21812 户困难家庭， 其中 6812
户由省直单位组织帮扶，1.5 万户由
市、县两级组织帮扶。 目前，本市 1.5
万户困难家庭帮扶任务已分解到包
括市四大班子领导在内的具体责任
人， 帮扶人与帮扶对象完成对接，并
签订扶贫帮困“春雨行动”善行卡，制
订帮扶计划。

党员志愿服务队与全市 177家社区
结成帮扶对子
� � 本月初，北大街办事处组织委员
刘琳来到东大街社区的郑学明夫妇
家里，为他们送去了一些蔬菜，还为
他们晒被子，打扫卫生……郑学明夫
妇八十多岁了，无儿无女，靠捡破烂
为生。 刘琳是桥东区党员志愿者，与
老两口是“一对一”帮扶对子，每个月
她都会来为老两口打扫卫生、晒洗衣
物。

目前，桥东区“党员在您身边”系
列志愿服务活动正在全面开展，2200
多名党员参与其中，发挥所长，主动

奉献，用实际行动为困难群众排忧解
难，把党的温暖输送到千家万户。

扶贫帮困“春雨行动”启动以来，
广宗县 102 个单位 1500 名党员干部
同 1495 个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全
部进行慰问，送去现金、米、面、油等
生活慰问品，为 205 户制定了帮扶脱
贫计划，发放扶贫帮困春雨行动善行
卡 4485 张， 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300
余件。

记者从市文明办获悉，全市共产
党员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议日前召

开，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采取“一帮
一”的形式，全市各单位党员志愿服
务队与全市 177 家社区结成帮扶对
子，签订帮扶协议，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按照全覆盖的要求，市直及驻市
单位的党员志愿服务队与全市 177
家社区结成帮扶对子， 签订帮扶协
议，在社区内设立以本单位名称命名
的志愿服务工作站，对社区内的鳏寡
孤独等各类弱势群体进行点对点帮
扶，让他们享受到更多的社会关爱。

春

邢台爱心协会的志愿者带着保暖用品来到市特殊教育学校，为孩子送来了冬日里的温暖。

12 月 12 日，邢台县供电公司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来到结对帮扶的贫困家庭中进行走访慰问。

� � 市公益服务协会联合多家爱心企业，先后为内丘县南赛乡北赛村、岭底赛村以及邢台县浆水镇下
湾村、前掌村等 6 个村庄的贫困家庭送去了 2000 件过冬棉衣和米面油等生活物资。

灭失声明
张兴洲名下机动车冀

ECR092， 车 辆 型 号
CM125ZH-2， 车辆识别代
号LCMHCJXJ20A000062，
发动机号：31256776。 此车
为黄标车， 由于本人不了
解机动车注销登记的相关
政策规定， 已将此车辆自
行解体， 因此产生的一切
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
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
书、行驶证、牌照已丢失，
现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
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
邢台县邢州北路利

民大药房不慎将药品经营
许可证正、 副本丢失，证
号：冀 DA0802067，有效期
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 31
日，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