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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心针意”100 多套温暖大礼包送到武川两所学校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马丽侠 孙

慧 牛天甲

创意美术课

寒冬送暖，爱心汇聚。12 月 23 日，由《北方新报》
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的“针心针意”大型暖
冬公益行动走进武川县西乌兰不浪镇中心学校和武
川县第五小学，
带着“暖男”
“织女”的心意，
为这里的
孩子们送去 100 多套温暖大礼包。
点亮爱心

﹃毛衣奶奶﹄杨菊蓉将画作
﹃岁寒三友﹄赠给学校

分类、打包、装车，天刚微亮，薄雾还挂在树上，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和志愿
者、爱心人士代表乘坐大巴车出发，驱车 70 多公里来到武川县西乌兰不浪镇中心学
校，为这里的 25 名学生送上首批温暖大礼包。由于前段时间武川县刚下过一场雪，路
上积雪未化，
加上山路崎岖坑洼不平，
原本 2 个小时的车程走了 3 个多小时才抵达。
“一路辛苦了！”
“阿姨，你们又来看我们啦！”……刚进校门，学生们就围过来和
记者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西乌兰布浪镇中心学校是武川县目前仅剩的一所乡村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
中学，
一共只有 25 名学生，
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
基本上由爷爷奶奶照顾。
发放仪式现场，25 套“针心针意”爱心织物和爱心企业捐赠的书本整整齐齐地
摆放在学校课桌上。孩子们盯着一件件精心编织的帽子、围巾和手套喜笑颜开。
“今
天是数九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出发，就是为了早一点把爱心物资送到你们手中。希
望小朋友们长大以后，有能力了，继续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
人……”在发放仪式现场，北方新报社、正北方网副总经理周长翔的一番开场白让现
场响起阵阵掌声。
12 月 1 日，
《北方新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针心针意”大型暖冬公益
行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暖男”
“织女”的鼎立支持，大家一起动手编织，短短一段时
间，就回收到 200 多套帽子、手套和围脖，这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让孩子们的冬天不再
寒冷。

跨越 300 公里的关爱
在送温暖队伍中，薛淑萍和姜小平尤为引人注目，她们是来自丰镇市义工协会
的两名义工，从丰镇市到西乌兰不浪镇，两位义工跨越了约 300 公里的路程，只为亲
手将协会里义工织好的帽子送到孩子们手中。
事实上，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早在 12 月 22 日下午，65 岁的薛淑萍和 63 岁的姜小
平就拿着织好的 92 顶帽子和 8 双手套，坐上了从丰镇市前往呼和浩特市的汽车，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来到内蒙古日报社，将这些帽子和手套交给了记者。当天晚上，
她们自己找了一家酒店住下，23 日一早又来到内蒙古日报社，跟随“针心针意”暖冬
公益行动成员出发前往西乌兰不浪镇中心学校。她们说，想代表协会的 36 名义工一
起去看望孩子。
“看着他们的身子暖，我们的心里更暖。”薛淑萍告诉记者，她加入义工协会 5 年
了，下乡入村看望留守儿童的事没少做，就是想发挥自己的余热，帮助一下需要关爱
的孩子。这次活动中，薛淑萍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一个人就织了 10 顶帽子，这都是
她每天织到深夜 12 点赶出来的。

北方新报社、
北方新报社
、
正北方网副总经理周长翔（右一
右一）
）
为爱心团队颁发奖牌

关帝庙街小学何老师在手工课上教孩子们做
“汉堡
汉堡”
”

武川县教育局副局长周奇贤
（右）颁发心愿礼品

独一无二的礼物

超轻粘土、磁力贴、汉堡模型……呼和浩特市关帝庙街小学美术老
师何利茹，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美术课《创意磁力贴》，带着孩
子们一起用超轻粘土做了一个汉堡模型，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何利茹老师将汉堡模型一层一层地拆开，让孩子们识别汉堡结
构，再让孩子们发挥想象力，自选粘土颜色，带着孩子们一层一层地
制作。搓、捏、压、拼接……孩子们全程都很认真，爱心人士也加入进
来，帮助孩子们制作，粘土在孩子们手中很快变成了一件件漂亮的作
品。
“ 我第一次上有超轻粘土的美术课，这样的美术课太有趣了，我特
别喜欢。”五年级的张燕峰拿着自己亲手做的汉堡模型，成就感十足，
爱不释手。
看着孩子们的作品，何利茹直言，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参加这样
的公益活动简直就是一次洗涤心灵的体验。何利茹通过活动发现，这
里的孩子最缺少的就是关心爱护、指导和约束。所以，她主动找孩子
们聊天、谈心，把她见过的、听过的事情讲述给他们，告诉他们外面的
世界很精彩，值得去努力。同时，她也希望她带来的这节课能激发孩
子们的兴趣，提高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让孩子们发现生活中的美并
去创造美。
“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依然会参加这样的公益活动，把美术带到学
生当中去。
”
何利茹坚定地说道。

“毛衣奶奶谢谢你”

乐开了花
“这个蓝色的帽子真好看，上面还有一个可爱的小毛球，真暖和。”
“我的这个也好漂亮，还扎着两个小辫子。”活动现场，孩子们一个个高
兴地乐开了花，大家拆开温暖大礼包，左看看又看看，爱不释手。温暖大
礼包里面有帽子、围脖、手套，都是爱心志愿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带着
妈妈般的爱，温暖着孩子们的心灵。西乌兰不浪镇中心学校五年级的常
慧云试戴了一下，很快又脱了下来，叠放得整整齐齐放回包装袋里。她
说：
“我不舍得用，
等过年的时候再拿出来。
”
考虑到武川县气温较呼和浩特市低 4~6 摄氏度，加上风大，志愿者
们特别用心地在编织过程中下功夫，用了双元宝针、玫瑰花针织法，让
帽子和手套更厚实温暖。
“各种各样的捐赠活动参加过很多，但像这样
用心的捐赠还是第一次。”武川县教育局副局长周奇贤激动地说，非常
感谢《北方新报》和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举办的这个爱心行动，希望孩
子们能够好好学习，将来也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一名合格的建设
者，
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懂事的大男孩圆梦了
“太激动了！竟然真的帮我圆梦了，我一定会带着这份爱继续走下去，将来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活动现场，西乌兰不浪镇中心学校初三学生杨震宇收到两双棉
鞋后激动地说。此前，作为《北方新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的“针心针意”大
型暖冬公益行动内容其中的一项，
“点亮微心愿”征集到西乌兰不浪镇中心学校诸多
孩子的心愿，其中初三年级杨震宇的心愿最为动人：
“我想给爷爷奶奶买一双棉鞋，他
们年龄大了，省吃俭用，对我从不吝啬，却不舍得给自己买双鞋。我希望在这寒冷的冬
天，能够送一双棉鞋给他们。”在此次发放仪式现场，活动组委会不仅为杨震宇带来了
帽子、围脖和手套，
还特意给他的爷爷奶奶送来了棉鞋。
杨震宇的爷爷家住西乌兰不浪镇什八台村，距离学校有 8.5 公里的路程。在杨震
宇带领下，记者一行驱车来到什八台村，当杨震宇亲手给老人家穿上新鞋时，杨震宇
81 岁的爷爷激动地眼泛泪花：
“太感谢你们了！很合脚，走起来轻便舒服，从来没穿过
这么好的鞋。”74 岁的奶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 娃娃们太感谢了！都不知道说啥好
哩。
”

给予参与者“爱”的认可
西乌兰不浪镇中心学校校长张力（右）
颁发最美爱心志愿者证书

“爱之花开放的地方，生命便能欣欣向荣。”在 2020“针心针意”大型暖冬公益行动
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爱心团队和爱心人士的加入，才能为孩子们编织出温暖的礼
物。据统计，截至 12 月 22 日，各大爱心团体和爱心人士共编织 200 多套帽子、围巾、手
套等爱心物资。为此，12 月 23 日，活动组委会给予 4 个爱心团体“爱心团队”荣誉称号，
给予 13 位爱心人士
“最美爱心志愿者”
荣誉称号，
这也意味着给予参与者“爱”
的认可。
4 个“爱心团队”分别是：红十字仁爱妈妈志愿服务队、丰镇市义工协会、小丽志愿
者公益服务团队、回民区钢铁路街道办事处新华园社区。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
着爱心，
也带动周围更多的人发光发热。
活动特别评选出的 13 位“最美爱心志愿者”分
别是：杨菊蓉、郭连娣、崔云梅、姜仙、侯捷、曹瑞云、胡振国、张改芬、杨洁、刘香云、李
美莲、何利茹、米文平。

情暖 88 名留守儿童

团队协作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几人一组围成一个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拍掌，半转
身拍左面和右面同学的肩膀，说出‘我是最棒的’，速度最快的一组获胜。这个游戏考
验的是团队协作能力。大家记清楚规则了吗？”户外指导员米文平话音刚落，小朋友
们立刻扯开嗓子回答：
“能！”
当日，在西乌兰不浪镇中心学校举行的温暖大礼包发放仪式现场，中国登山协
会户外指导员、北极星户外俱乐部领队米文平给同学们带来一场《团结就是力量》的
户外指导课，并与现场的小朋友亲密互动。米文平是土生土长的武川县人，当从报纸
上看到“针心针意”大型暖冬公益行动将为武川县留守儿童送温暖的新闻后，他主动
找到记者，希望也能为家乡的孩子们做点事情。
“我从 2013 年开始接触户外，当时经
历了人生的低谷，事业婚姻双双受挫，是户外运动让我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很多事
情看通透了很多。也希望这里的孩子们能够爱上户外运动，不畏苦难，磨炼意志，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米文平说。

“我亲爱的孩子们，祝福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
接班人。
落款：太奶奶杨菊蓉。
”在众多的爱心大礼包中，
由呼和浩特 90 岁高龄的“毛衣
奶奶”杨菊蓉一针一线织就的帽子和毛衣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孩子，杨菊蓉同时在毛衣
中附带了一张贺卡，
表达了对孩子们的美好祝福。
杨菊蓉老人一生坎坷，在承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痛苦之后，她坚强乐观地
活着，把心中的爱凝聚到了公益之路上，4 年间自费购买毛线织毛衣、帽子、袜子，送给
有需要的孩子。在本次“针心针意”大型暖冬公益行动中，90 岁高龄的杨菊蓉认领了 6
团毛线，不到 10 天的功夫织出 12 顶帽子交到记者手中。临行前，她特地将一幅“岁寒
三友”的国画交给记者，委托记者将画送给孩子们，勉励他们像梅、松、竹一样不畏苦
难，
奋发向上，
拼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得知“毛衣奶奶”杨菊蓉的故事后，很多孩子都红了眼眶，并隔空录制视频感谢杨
菊蓉：
“感谢毛衣奶奶，
祝你身体健康，
笑口常开”。
小丽志愿者公益服务团队负责人、呼和浩特市道德模范郇小丽说：
“毛衣奶奶 68
岁时走进老年大学学画画，87 岁开始织毛衣，学到老活到老，非常励志，值得我们所有
人学习。
”

我们是最棒的！
我们是最棒的
！

12 月 23 日下午，2020“针心针意”大型暖冬公益行动走进武川县第五小学并举行
了发放仪式，
现场把 88 套帽子、围巾、手套送到了孩子们手中。
发放仪式简单而热闹，88 套“针心针意”爱心织物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教室里，孩子
们依次排好队，开心地试戴起来。
“这顶帽子真暖和，我以后上学就天天戴着它。”
“这
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谢谢叔叔阿姨”……戴上新帽子，围上暖和的新围巾，孩子
们我看看你，
你看看我，
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活动现场，志愿者刘香云和李美莲将自己加班加点赶织的帽子、手套和围巾分别
送到武川县第五小学二年级 9 岁的学生张益馨和郭立其手中，并帮他们戴好。张益馨
高兴地说：
“太好看了！我从未戴过这种亲手编织的帽子和围巾，好喜欢！”在聊天中记
者得知，张益馨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在武川
县第五小学，像张益馨一样的留守儿童占到 80%，大部分都是由爷爷奶奶照顾，平时
缺少父母的关爱。
武川县第五小学副校长闫福忠表示：
“这些礼物太及时太温暖了，以后孩子们课
间操就不用挨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