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周末古琴公益讲座 4月1 日 乐府琴馆

海归创业者房产法律 4月1 日，1 8点-1 9点半 汉中路1 88号428室

睦邻曹家渡 乐龄风采秀

———月月演 戏曲专场
4月1 日 曹家渡街道青年志愿者之家

全球点亮蓝灯计划 4月2日，1 8点-22点
上海东方明珠、花旗大厦LED大

屏、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世界自闭症日宣传活动 4月2日 上海金融学院校内

清明南汇仙草园种树祭祖活动 4月4日 南汇老港铁皮石斛仙草种植基地

红豆杉保护性种植活动
4月4日、1 1 日、1 8日、25日，9点

半-1 6点

上海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崇明北

沿公路21 88号

儿童福利院探访活动
4月5日、1 8日、1 9日、26日，9点

半-1 1 点半，1 4点到1 6点

惠馨儿童康健院广中路366弄

20号

睦邻小舞台

幸福夕阳红———周周演
4月6日-4月1 0日 曹家渡街道高荣小区

中华经典弟子规德育亲子班

（ 静安区江宁镇）
4月1 0日、1 7日 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社区

爱满方舟关爱自闭症、残疾儿

童社会融合活动
4月1 1 日周六9点-1 1 点

浦东东方路1 678号儿童医学中

心院内

校园禁烟宣传周 4月中旬 上海金融学院

“ 彩虹笔公益集市” 4月中旬 虹口龙之梦

中华经典弟子规德育亲子班

（ 普陀区真如镇）
4月1 7日、24日，下午

普陀区真如镇社区学校、真如

七居委会

春日踏青单车游 4月1 8日，6点 浦东张扬北路498号

群“ 星”闪动，爱满天空 4月1 9日 上海科技馆

睦邻小舞台

幸福夕阳红———周周演
4月20日-4月24日 曹家渡街道万航小区

郁今香青年会大声说 4月25日，1 4点到1 7点

上海市延安东路29号青年会2楼

（ 外滩中心对面近四川南路），

地铁1 0号线豫园站1 号口步行1 0

分钟，为践行环保请自带水杯。

平凡人的平凡 不定期开展 高桥镇老人家中

“ 阳光宝宝”关爱自闭症儿童 4月每周六 宝宝家里

【 海皮康健苑】

心理成长档案方案·心理个案

4月每周一、三、四、五，1 2点

-1 3点半
浦东洋泾泾南中学

【 海皮康健苑】

心理成长档案方案·心理值班
4月 浦东洋泾六师二附小

【 海皮行学院】

真人图书体验方案·小摄影师
4月每周一，1 3点半-1 4点半 浦东曹路镇龚路小学

【 海皮行学院】

真人图书体验方案·小小记者
4月每周一，1 3点半-1 4点半 浦东曹路镇龚路小学

【 海皮托管营】

小学托管解忧方案·平日托管

4月每周一至周五，1 4点半-1 6

点半
黄浦区上海公益新天地

禁毒馆宣传参观日
4月初开始活动，之后每周双休

日定期开展

上海禁毒科普教育馆汉中 路

1 88号

徐家汇街道首届公益联盟创益

大赛

4月-8月 （ 项目征集时间为4

月1 5日截止）

活动网址：

ht t p://xuj i ahui .r rgy.net /

东方医院志愿者活动 4月每周一至周五进行 上海东方医院

老克拉·新生活 4月每周一次 曹路镇阳光苑

大手牵小手

———全国自闭症儿童画展

蓝丝带行动

4月1 日至4月4日,4月2日下午

进行画展揭幕仪式

4月1 日至4月30日

浦东新区浦东世纪大道1 号东

方明珠内环形走廊

全市范围

睦邻小舞台

幸福夕阳红———周周演

经典电影大家看

4月1 3日-4月1 7日

4月1 5日

曹家渡街道四和小区

曹家渡街道艾米1 895电影街

由于清明节放假的关系，“ 上海

爱心BaoBao”活动4月5日暂停一次。

其余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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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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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01649562 何老师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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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爱心BaoBao”春日季

青年报记者 朱筱丽

本报讯 继去年黑龙江省获赠手

术车后，又一部流动眼科手术车“ 复

明6号”将驶入山西省。4月1 日，叶氏

化工集团携旗下紫荆花涂料集团将

启动大型公益项目“ 叶氏化工流动眼

科手术车十年捐赠计划”———向山西

省捐赠一部价值约港币250万元的全

新流动眼科手术车“ 复明6号”，以帮

助当地的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获光明。

践行承诺 十年捐赠计划
“ 叶氏化工流动眼科手术车十年

捐赠计划”始于201 0年，由叶氏化工

集团联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亚洲防

盲基金会共同发起，承诺未来向内地

十个省份捐赠至少十部流动眼科手术

车。日前，叶氏化工已向江苏省、山东

省、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黑龙江省

及山西省捐赠了六部流动眼科手术

车，捐赠金额总值约港币1 500万元。

截至201 4年1 2月31 日，由叶氏化工出

资建造的手术车已成功为近38000名

白内障患者提供白内障移除手术。

调度资源 旧房墙面翻新服务
为了让患者在手术后能体验到

色彩斑斓的新生活，叶氏化工集团继

续向山西提供“ 漆美居” 公益服

务———提供免费旧墙面翻新服务，改

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展开复明后耀眼

的新生活。

“ 漆美居”旧房墙面翻新公益项

目是叶氏化工集团旗下紫荆花涂料

集团推出的一项全能贴心服务，能切

实有效地帮助消费者处理墙面脱落、

裂纹、发霉等问题，施工过程中细心

保护房屋家具，即刷即住省时又省

力。为了能让术后患者在最短时间内

入住“ 新”家，紫荆花涂料集团派遣

专业施工团队，使用先进仪器检测，

根据患者房屋实际情况提供专业解

决方案，并于施工全程使用紫荆花漆

优质环保净味产品。

点亮明灯 让公益之爱传递
作为获赠者的代表山西省残联

负责人表示，山西省每年约新增1 .27

万白内障患者。这些患者多数分布在

环境恶劣、医疗条件较差的贫困地区

和边远地区，存在就医困难的问题。

未来，“ 复明6号”流动手术车将在当

地优秀医护力量的配合下行走到各

个有需求的地方，有望每年帮助山西

省至少六个贫困县的约2,000名白内

障患者得到方便及时的医疗救治。

“ 让这些患者不仅重获光明，亦鼓励

社会更多人士参与公益事业，将公益

的情怀传递弱势群体。”

捐赠仪式将于4月1 日在山西省

康复研究中心举行，山西省人民政

府、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亚洲防盲

基金会及叶氏化工集团等代表将出

席此次仪式。

青年报记者 唐昱霄

本报讯 春暖花开，前来参加“ 上

海爱心BaoBao”爱心卖报的小报童们

也越来越多了。上周日上午，在徐家汇

港汇恒隆广场地铁通道里卖报的小报

童熙熙攘攘，卖报的表现也各不相同。

一些小报童心急卖不出报纸，匆

匆忙忙地四处乱转，想要寻找卖报的

“ 风水宝地”，另外一些小报童却在

原地“ 稳坐钓鱼台”，不慌不忙地卖

着报纸，7岁的小女孩崔百禹同就是

其中最笃定的一个。“ 我才不去地铁

通道口卖呢！那边都是别的小报童。

我就在这里卖！”第二次来卖报的崔

百禹同显然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小报

童了，每当她用响亮的童音让一位路

人停下脚步，小女孩都会侧过身，把

整张报纸摊开在手臂上，让路人们能

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青年报上的内容。

有趣的是，面对迎面而来的人

流，崔百禹同只喜欢找那些年轻的叔

叔阿姨、哥哥姐姐卖报纸。当被问及

原因，小女孩显然已经谋划得当：“ 这

是青年报，当然要给年轻的哥哥姐姐

看咯！”

青年报，就要找哥哥姐姐卖！

眼科手术车“ 复明6号”驶入山西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本报讯 春暖花开的季节，除了

赏花踏青，还能走出户外一起公益。

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搜

罗了四月青年社会组织活动，看看哪

些是你的“ 菜”，大步迈开做公益的

步伐吧！

春暖花开 拥抱公益四月天

四月青年社会组织活动一览

[特别提醒] 4月5日活动暂停

第二次来到崔同学成经验丰富的报童了。

手术车“ 复明6号”驶入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