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虹坊卖报更宽敞
“ 上海爱心BaoBao”活动每周日

都会在徐家汇港汇恒隆广场和乐虹坊

举行。欢迎小朋友们报名参加。进入暑

假，活动参与人数进入高峰期，由于港

汇恒隆广场卖报点场地较小，有意向

来卖报的报童家庭不妨报名前往场地

条件更为宽敞的乐虹坊参与活动。

除了每周的常规卖报，“ 上海爱

心BaoBao” 还会不定期推出好玩又

有意义的“ 特别活动”，活动信息请

关注青年报、“ 上海爱心BaoBao”官

方微博和微信公众账号。

活动点一：徐家汇港汇恒隆广场

B1层地下通道

时间：每周日上午10:00~12:00

活动点二：乐虹坊正门广场（ 闵

行区虹井路288号）

时间：每周日下午1：30~3：30

报名方式：新浪微博“ @上海爱

心BaoBao”

电话：13817851918 倪老师

[特别关注]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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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BaoBao

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于宏杰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韦 飞
徐汇区凌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 晨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毛盛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王涵韬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江铭磊
崇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信息站 陆 帅
金山区张堰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张 杰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张桂运
上海市亭林中学 陈 程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 谦
上海市浦东医院 宋 颖
闵行区中心医院 杨 宁
奉贤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 周伟芳
青浦区香花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 浩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赵言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盛旭俊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黄廼奇

爱心暑托班
特邀少将开讲

本报讯 记者 陈诗松 近日，老

西门社区爱心暑托班特邀上海沙家

浜历史研究会会长刘石安少将开讲

“ 走近黄浦历史”。刘少将生动诠释

了解放军进驻南京路时风餐露宿的

那段历史，学员代表为他佩戴红领

巾、共唱八一军歌，以此表达对饱经

风霜依然精神抖擞的军人风范的崇

高敬意。

高中生带队
探访云南山区

本报讯 记者 陈诗松 仅用几根

木棒支撑起来的家、缺食少衣的生

活、甚至没水没电⋯⋯近日，在一场

名为“ 道明希望 人间关爱”的探访

分享会上，一幅幅真实的扶贫探访照

片令在场观众揪心。令人惊讶的是，

这场探访活动的带队人竟是两名高

中女生，来自美国加州的Angel a和来

自上海的潘嘉昕。在其号召下，十多

名志愿者一同前往云南红河州开远

市郊区的苗族民众聚住山区。

画一画梦想家园、传授中美地理

概念、现场英语单词教学⋯⋯在当地

的道明小学，Angel a和潘嘉昕与孩子

们亲密互动，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两

人还带着志愿者前往当地山区的苗

家，亲身体验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

两位孩子告诉记者，举办此次分享

会，希望呼吁更多的社会人士给予关

爱，并对当地孩子生活进行持续的关

注和关爱。

4000册书踏上爱心路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诗 松 近 日 ，

4000余册爱心书籍和1 00套学习用品

踏上了前往河南洛阳乡村小学的爱

心之路。这场由朱家角镇团委、乐思

汇公益志愿者联盟与荣泰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 爱心点亮

希望 知识成就梦想” 图书筹集活动

吸引了众多爱心志愿者参与。爱心物

资到达洛阳后，将交由洛阳彩虹志愿

者组织前往孟津和新安县的贫困学

校负责图书和学习用品的物资配发

和监管。

公益音乐节为民消暑
本报讯 记者 陈诗松 气温居高

不下，公益音乐会纷纷在申城上演，

为市民消暑。在徐汇区的东方广场

上，以“ 梦Dream”为名的201 4 东方

爵士音乐节接连为市民安排了多场

音乐节演出，让市民体验原味的爵士

律动。

本报讯 记者 唐昱霄 相比于平

时的双休日，一到暑假，不用再挤在

礼拜天赶去上补习班、兴趣课的小朋

友有了更多时间和爸爸妈妈一起来

参加“ 上海爱心BaoBao”，假期里卖

报纸献爱心。7月20日及27日两次卖

报活动，共有1 1 2位小报童前来参

加，共筹集爱心善款1 758.5元。

执着小报童暑假全勤
7岁的袁帅人如其名，是位很可

爱的小男孩。已经参加过1 1 次卖报

活动的他其实是位老报童了。不过，

由于假期前的每个周日都要上主持

人课，平时很少能见到男孩的身影。

不过，这个暑假，袁帅又回来啦！小男

孩在假期中已经连续参加了4 次活

动，成为了难得的全勤报童。

“ 暑假里的星期天我不用在外面

上课啦！就可以来卖报纸了！卖报纸可

比学主持好玩多了！”小男孩话虽这么

说，不过在卖报过程中却已有了一种

主持人般的开朗和自信，“ 我最快的时

候8分钟就卖出去1 0份报纸呢！”

带着党旗来卖报
在前不久的爱心卖报现场，出现

了一面鲜艳的党旗。原来，6位小朋友和

他们的党员爸妈响应“ 党员到社区，人

人做公益”的号召，组成“ 党员+小报

童”的双志愿组合，前来献爱心。

团队中的男孩儿徐振凯已经卖过

20多次报纸，在现场俨然成了一位小

老师，主动给新报童传授卖报诀窍：

“ 卖报纸要大声，要大胆，还要大方，

我简称‘ 三大’。”和党员妈妈一起去

爱心卖报的还有胡冰鉴小朋友，那天

正好是她的3周岁生日，对于参加这样

的活动，冰鉴妈妈感到很有意义。

向第十七批赴滇上海青年志愿者服务接力队致敬！

主办单位：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单位：上海青年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

（ 18名青年志愿者将奔赴云南，开展为期半年的志愿服务活动，按姓名姓氏笔画排序）

暑假活动
每次都不能错过！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本报讯 一个主题、20张幻灯片、

每张幻灯片20秒的演讲时间⋯⋯近

日，环球金融中心与青年报、生活周刊

共同发起了夏季“ 聊遍环球”公益项

目。在这个特别的快速演讲活动中，5

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奇才与400多名观

众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态度体会。

来自上海城市搜索与救援队的

队长高博和在场观众分享了自己从

部队退伍后到组建安全类公益组织

的心路历程，引得在场众多对安全知

识、救援技能有兴趣的男观众们跃跃

欲试。而红遍网络和沪上出租车车载

电视的美食纪录片《 一人食》的创始

人蔡雅妮也来到现场，向观众们讲述

“ 不孤单的食物美学”理念，传递一

种有情趣的生活方式，独立而积极的

心情状态。

青年报联合环球金融中心共同发起
“ 聊遍环球”公益项目盛夏开讲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本报讯 学做奶茶，跟教授学3D

打印世博馆⋯⋯昨天，1 0为来自广西

七百弄实验学校的瑶族学生，和北京

东路小学的孩子们一起上了堂有趣的

社会实践课。继5月举办了“ 篮球训练

课”和“ 丹麦童话课”两次公益课活

动后，蒙牛乳业联合同济大学四棵树

MBA公益俱乐部，8月再次邀请广西该

校1 0位品学兼优的瑶族学生，参加我

回老家上堂课“ 西望夏令营”活动。

从家乡出发，乘坐了25小时的火

车，参加此次夏令营的师生终于抵达

上海。在为期多日的夏令营活动中，孩

子们在科技馆里认识静电和龙卷风，

在杜莎夫人蜡像馆里找寻着自己喜爱

的明星，还第一次和鲨鱼亲密接触。

在社会实践课堂上，同济大学

MBA创业公司的老师将3D打印设备搬

到了北京东路小学，教同学们学习最

新的科技应用“ 3D打印建筑”。除了

知识实践课，还有生活兴趣课，北京

东路小学的王蓓蕾老师，给同学们上

起了中国传统的茶道，教孩子们认识

茶具，并自己动手用正确的方法来泡

袋泡茶。紧接着，王老师又教同学们

用“ 精选牧场”的牛奶，学做街头潮

饮“ 奶茶”。“ 奶茶可以去油腻助消

化，学习给家人做一杯奶茶，奉上捧

在手里的温暖。”

据了解，“ 我回老家上堂课”，是

蒙牛乳业“ 有你最美”公益平台下帮

扶乡村教育的公益项目，希望联合网

络和社会的公益力量，搭建一个开放

性、透明化的公益众筹平台。希望通

过有尊严的公益上课帮扶，解决乡村

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让有公益热情

的爱心人士实现公益梦想。

蒙牛“ 西望夏令营”为爱开营

公益速览

“ 聊遍环球”引来一片喝彩。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小朋友学做奶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