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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开
通以参与体验公益和宣传公益为目的
“公益班车” 项目， 通过招募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乘坐 “公益班车”， 直接参与
到慈善公益项目中， 截止至2018年6月，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已开展22次 “公益班
车”。 活动内容更加丰富， 不仅有招募
爱心职工乘坐 “公益班车” 去探望孤儿
院、 老人院， 还有义演、 心理辅导、 安
全知识讲座等， 更开展有多方合作， 利用社会化的力量和资源来帮助困难职工， 如明
星粉丝团的电影包场、 捐赠衣服， 以及和社会组织合作的给建筑工送清凉等活动。 这
里都曾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记者进行了探访。

一路善行的“公益班车”
“公益班车” 驶进建筑工地

“送清凉”

“天这么热 ， 我们每天干活挺辛
苦， 但是 ‘公益班车’ 一路给我们送
来了防暑降温用品 ， 有藿香正气水 、
风油精什么的， 晚上也能防止蚊子咬，
能踏实睡个好觉， 我们感动呀！” 2019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建设工
地上的张师傅感慨地对记者说。

就在前不久，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
“公益班车” 项目携手北京乐活社区服
务中心， 来到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园区建设工地， 开展 “送安全、
送健康、 送清凉” 关爱建筑工人活动，
为在高温环境中坚持户外作业的200名
建筑工人送去了防暑降温用品和健康
专项体检。 而张师傅便是其中的受益
人之一。

“活动现场我们还专门布置了安全
生产和劳动保护系列展板， 通过生动
形象的图片和文字， 全面介绍了建筑
工地常见安全事故及其预防和急救措
施， 旨在提高工友的劳动安全和职业
健康意识。 而在我们准备的建筑工人
图片故事展里， 则通过一个个身边真
实故事， 展现了建筑工人辛勤付出的
工作场景和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 向
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建筑工人表达敬
意。”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秘书长郭建强
感慨地说。

北京乐活社区服务中心负责人李
春玉告诉记者，建筑工人长期承担高强
度的劳动，各类身体损伤时有发生。 为
了及时了解一线作业人员身体状况，保
证他们健康平安工作，这次“公益班车”
活动专门为200名建筑工人进行了血
压、血糖、视力和心电图、乙肝杆菌等专
项检查。 在体检的同时，医生还向工人
们介绍了日常工作中的健康注意事项
和防范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工人们的安
全生产和自我防护意识。

无独有偶 ， 就在去年 6月 28日 ，
“公益班车” 项目走进北京新国际机场
建筑工地， 炎炎夏日， 为同样奋斗在
一线的新国际机场建筑工人带来一场
别开声面的安全生产宣传活动。

“公益班车项目， 旨在号召职工、
爱心人士参与到公益中来。 这两年的
安全生产月， 我们都选择走进建筑工
地， 就是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关爱方
式， 给高温天气的建筑工人送去安全、
送去关怀。” 郭建强激动地说。

“公益班车” 传授职工 “火
灾防护” 知识和技能

“这样预防火灾的公益讲座非常有
意义， 我们受益匪浅！” 为进一步增强
职工消防安全意识， 预防和减少火灾
事故的发生， 今年 5月8日下午， 北京
市温暖基金会公益班车项目组联合北
京斯福社区安全服务中心的安全教官，
为京汉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举
办了一场 “火灾防护” 安全生产公益
讲座， 向职工讲解火灾预防和逃生知
识， 提高职工自我保护意识和技能。

“活动采用分组形式， 每组职工绘
制公司周围地形图， 确认自己是否对
周围环境有足够的了解。 再由安全教
官带领职工开展 ‘脆弱性分析’， 确认
身边存在何种风险以及风险的位置 ，
当发生风险时周围可以利用的资源以
及应该采取的正确行动。 安全教官还
教给大家， 在进入陌生建筑时， 首先
确认逃生通道、 逃生电梯位置以及楼
层示意图 ， 掌握建筑基本路线情况 ，
现场的职工非常感兴趣， 听得非常认
真。”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工作人员高楠
感慨地说。

“活动结束后， 我在收集职工反馈
时发现职工对此次火灾公益讲座评价
很高， 他们纷纷表示， 讲座让他们对
于危险发生时的安全逃生有了比较清
楚的认识， 注意到了平时忽略的一些
逃生资源 ， 提升了自己的安全意识 ，
非常受益！” 京汉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赵四海告诉记者。

“公益班车” 走进太阳村关
爱那里的孩子们

“我们 ‘公益班车’ 项目还在探索
关爱有需求的弱势群体们 ， 去年 8月
29日， 我们 ‘公益班车’ 还载着五个
参与 ‘公益班车—2017年暑假少儿书
画益起来’ 活动的北京市职工家庭代
表去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 ‘太阳
村’， 为那里的孩子送去用募捐来的善
款购买的洗发水、 沐浴液 、 衣物除菌
液、 食品等生活用品。 看到孩子们脸
上洋溢的笑容 ， 我们别提有多开心
了。” 高楠笑着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 ， “2017年暑假少儿
书画益起来” 活动是北京市温暖基金
会 “公益班车” 为传播公益理念、 推
动全社会营造公益慈善氛围， 与海淀
区职工文体协会书画分会、 凤凰岭自
然风景公园、 魁元阁国学机构、 乐余
公益平台等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的职工
亲子公益体验活动。

“太阳村”作为非政府的慈善组织，
十多年来无偿代养代教服刑人员未成
年子女, 对服刑人员无人抚养的未成年
子女开展特殊教育、心理辅导、权益保
护及职业培训服务，使他们在一个相对
安定温馨的环境里受到保护、 得到教
育、健康成长。 对于“公益班车”项目一
行人的温暖善行，太阳村的孩子们用热
情、友好表达了他们的谢意。

“这样的活动对我们的孩子也是很

好的教育！” 参加此次活动的职工子女
年龄在5岁到8岁之间， 都是第一次接
触此类特殊困难人群， 在了解到太阳
村孩子们的身世、 参观了他们整洁的
寝室之后都受到了极大触动， 一些小
朋友当场拿出了自己携带的图书、 零
食送给 “太阳村” 的小哥哥姐姐。 家
长们表示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真正接
触到了慈善公益， 极具教育意义， 今
后还会再次报名参与 “公益班车”。

而今年1月28日一大早， 北京市温
暖基金会两节送温暖活动 “暖·2018爱
心互助行动” 之 “公益班车 ” 带领爱
心职工家庭， 再一次来到北京 “太阳
村”， 为这里的孩子们捐赠生活、 学习
用品及春联和福字， 并给太阳村的孩
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与问候。 而此次
活 动 所 捐 赠 的 爱 心 物 品 ， 是 参 加
“2017年冬季爱心送暖少儿书画益起
来” 的职工子女， 用自己捐赠的书画
作品拍卖所得善款购买。

据郭建强介绍 ， “公益班车 ” 自
2016年9月启动以来共对接600户职工
家庭 ， 组织开展了涉及到公益探访 、
义演、 职工慰问等不同主题的活动共
17次， 接收和发放捐赠物资总额近10
万元， 使4000余人从中受益。

据了解， 6月27日， 在中共北京市
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组织召开的 “北京
市社会领域纪念建党97周年暨党建工
作推进会” 上，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党
支部被评为 “北京市社会领域优秀党
建活动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