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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9

2018年那些时光———公益力量
文·摄影/首席记者 张学博

“公益植树”染绿600
亩荒山、“新报雷锋服务
队”将雷锋精神传递到千
家万户、“资助行动”助力
贫困学子圆梦大学、“服务
高考”为莘莘学子保驾护
航、“草原读书月”掀起全
民读书热潮……2018年，
本报用一个个有温度、正
能量的公益活动传递着爱
心力量，鼓舞着他人，彰显
了媒体的担当与责任。

帮读者实现新年愿望

1月17日，本报第11届
“欢欢喜喜过大年公益活
动”正式启动。每个家庭都
有不一样的故事，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新年愿望。无论是
你想见一下久别的老友，还
是想获得一份特殊的新年
礼物……这些愿望无关大
小，它是每个人最朴素的期
盼，也是最真诚的心灵守
候。为此，本报在2018年携
手安利公司特别推出“新年
愿望”大型公益活动，通过
牵线搭桥、提供资金或者物
品等方式帮助读者实现那
个切实可行的小小心愿。

在为期1个月的活动
中，通过安利公司提供的
资金，以及记者的多方联
系，永壮老人、王东麟小朋
友、农民工许志全等，以及
健安老年公寓100余位老
人均实现了新年愿望。

2007年春节前夕，《北
方新报》启动了首届欢欢
喜喜过大年大型公益活
动。自此，每到年底，北方
新报都会开展欢欢喜喜过
大年大型公益活动，把关
注的目光投向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倡议和组织爱心
人士、爱心企业帮助他们
解决困难、满足新年愿望。

传递雷锋精神

“您好，您家的天燃气
管道需要检测吗？”“您好，
我 们 可 以 给 您 免 费 理
发。”……3月5日，在赛罕区
人民路街道办事处支农社
区和回民区厂汉板村委会
辖区，随处能够见到志愿者
忙碌的身影，他们进行着不
同的志愿服务，都穿着统一
的服装———印有“新报雷锋

服务队”字样的红色马甲。
3月5日是第55个学雷

锋日，为了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将雷锋精神传递到
千家万户，本报于当日启
动了雷锋活动月之“免费
服务送进门 新报雷锋服
务队帮你忙”大型公益活
动。活动中，由多家单位、
企业以及公益协会组成的
150名新报雷锋服务队志
愿者分别走进社区，为群
众提供免费理发、义诊、天
然气管道免费检测、维修
手机等多项服务。

本报学雷锋大型公益
活动自2016年3月启动以
来，由爱心单位、企业和社
会公益团体组成的雷锋服
务队先后走进首府多个社
区等，通过现场服务和入
户上门的形式，为居民提
供理发、义诊、电器维修、
家庭供电线路检修、车辆
免费检测、急救知识培训、
社区环境整治等多项服
务。据统计，截至目前，雷
锋服务队已经累计为上千
位市民提供了免费服务。

染绿荒山近600亩

4月22日是第41个世
界地球日，今年的主题为

“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
方式，倡导低碳生活”。当
日，《北方新报》第7次大型

植树公益活动再次启程，
200多名新老读者走进大
青山哈拉沁沟，种下500株
山桃树为读者林添新绿。

从2012年开始，《北方
新报》在每年的4月22日地球
日号召读者到大青山哈拉
沁村水泥厂废旧矿区进行
义务植树，弹指间今年已经
是第7个年头了，2000余爱心
读者共志愿植树上万株，染
绿荒山近600亩。《北方新
报》的大型公益植树活动已
经随着时间深入人心，每年
一到3月底，就有大量读者拨
打电话询问植树时间。之前
灰白色的荒山如今已是层
层叠翠，云杉、山桃、丁香、连
翘、稠李、白杨……在这里
深深扎根，绿叶之间粉色、紫
色、黄色的花朵交相映衬。

用脚步丈量母爱

“女儿看报纸得知你
们举办母亲节活动，便鼓
励我来一起参加，说母亲
节陪妈妈一起行走，是送
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在本
报5月13日举办的母亲节
活动现场，84岁的安芝花
乐呵呵地对记者说。安芝
花的女儿接过话茬子，“这
个活动举办的太好了，又健
康又低碳，明年我还要携老
母亲一起健步南湖。”当日，
安芝花是和女儿、孙子、重

孙一起参加的活动，像他们
这样祖孙四代全家总动员
来参加活动的并不在少数。

5月13日是母亲节，为
了感恩母亲、传承孝道，
《北方新报》携手天衡高血
压糖尿病连锁医院、呼和
浩特市南湖湿地公园，为
广大儿女特别定制了一份
母亲节礼物———“天衡相
伴·相约南湖———陪妈妈
一起行走”第五届母亲节
大型公益活动，近500名读
者齐聚南湖，沿着南湖边
的4公里的柏油路行走，用
脚步丈量母爱，度过了一
个难忘而有意义的节日。

为考生保驾护航

为了给广大考生和家
长提供便利和服务，5月27
日，《北方新报》第16次服务
高考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今
年的活动除了为考生和家
长带来一系列便利服务外，
本报还启动了融媒体报道
团队，从报纸、网站、客户
端、微博、微信多个端口同
时报道高考相关新闻，第
一时间用新鲜的高考资
讯，通过文字、图片、音视
频等多种形式，服务广大
读者。

6月7日，随着2018年
度高考大幕拉开，在聚能
教育、小哥出行的全力支
持下，本报第16次服务高
考大型公益活动同步开
启。在呼和浩特市第一中
学、第六中学等6个服务点
上，本报为考生和家长提
供用于休息纳凉的帐篷、
马扎等物品，还赠送矿泉
水和报纸；在各个考点外，
本报联合出行小哥提供免
费送考服务和突发事件应
急服务，同时还联合君怡酒
店为考生提供免费午休房
120间，为考生提供全方位
多角度服务。除了提供物资
支持，在本报的6个高考服
务点，聚能教育派出了12名
服务高考志愿者，为考生和
家长递水、送报，提供温馨
服务。

《北方新报》服务高考
大型公益活动始于2003
年。15年来，《北方新报》免
费为家长和考生发放矿泉
水45万瓶，为15万余名考

生及家长提供心理咨询、
填报志愿指导等服务，
2000多名考生曾经乘坐本
报组织的爱心车辆准时抵
达考场。

资助99名贫困学子圆

大学梦

又到金榜题名时。可
是，一些收到大学录取通
知书的贫困学子在高兴之
余，却在为学费发愁。为了
帮助这些学子顺利走进大
学校园，《北方新报》第14
次“资助贫困学子上大学
特别行动”于7月4日正式
启动。

“我们已经关注《北方
新报》资助贫困学子上大
学特别行动5年了，今年决
定拿出20万元帮助寒门学
子上大学……”博曼海航
大酒店的副总经理白雪拨
通了本报电话。自活动启
动以来，很多爱心企业通
过本报向寒门学子伸出援
助之手。其中，内蒙古通达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善爱之
舟公益组也在第一时间报
名参加活动，并于8月24日
举行了金秋助学仪式，给46
名贫困学子每人发放了
4000元助学金。据统计，《北
方新报》第14次“资助贫困
学子上大学特别行动”共计
收到395200元，累计资助学
生99名。

本报自2003年发起资
助贫困学子上大学特别行
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许多爱心人士和
爱心企业已经资助1000多
名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

牵手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

8月22日，本报作为我区
最大的都市类媒体，与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牵手，开启
了共推社会正能量，发挥各
自在公益活动策划等方面的
优势，全力打造社会正能量
公益平台。12月12日，本报刊
发报道《张飞一个月狂瘦22
斤捐肝救女》，引发多方关注。
张飞这位伟大的父亲也获得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
本报及全国各大媒体推出的

“天天正能量”270期二等

奖，奖金5000元。
2013年，在马云的倡议

下，阿里巴巴集团启动“天天
正能量”项目，该项目是阿里
巴巴集团联合全国100多家
主流媒体共同发起的大型网
络公益项目，以“传播正能量、
弘扬真善美”为宗旨，致力于
打造社会正能量传播的公益
开放平台。“天天正能量”项目
启动至今，已发起每周正能
量常规评选270多期、特别
策划奖励1000多次，直接奖
励人数超过5000人。其中产
生十多位“感动中国”人物。

书香浸润草原

10月27日上午，在呼
和浩特市玉泉区大观园剧
场的大屏幕上，伴随着舒
缓的乐曲，草原读书月活
动历年来的精彩片段吸引
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读
书，让人开拓视野，丰富思
想，净化心灵……“伊利·
书香伴着乳香飘———第十
三届草原读书月”活动启
动仪式暨李淑章教授签名
赠书活动在大家的期待中
开幕，现场揭晓了13项分
项活动的具体内容。

“风声雨声读书声，大
观园里聚群英，一段岁月与
君共，足以滋润后半生。”北
方新报社总编辑李德斌在
当日的致辞中，即兴创作了
一首打油诗表达对来宾的
感谢。李德斌说：“草原读书
月的活动能够走到现在，最
重要的是得到了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自治区网信办、自治
区文化厅、自治区文联等主
管部门一如既往给予的大力
支持，同时感谢伊利集团长
期以来对北方新报社公益活
动的全程赞助，使我们的文
化事业走得更远。希望大家
在喝伊利牛奶的同时，多读
书，要体魄精神双修，让我们
的人生更美好。”

从2006年起，北方新报
社率先发起了内蒙古草原
读书月活动，旨在以全民阅
读的形式提升城市品位，提
高群众文化层次。活动自开
展以来，一直由伊利集团独
家赞助。该活动受到了全区
广大阅读群体的普遍欢迎，
已经成为我区的重要品牌
文化活动之一。

植树志愿者合影留念（资料图片）

第13届草原读书月活动启动仪式（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