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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慈善文化月
让公众零距离“触善”

News新闻

营造全民慈善氛围

9 月 5 日，第五个“中华慈善
日”，顺德区慈善组织联合会（以
下简称“顺德慈联”） 举办 2020
顺德慈善文化月暨大型原创音
乐剧《西关小姐》慈善专场活动，
活动以“以善至上，善动全城”为
主题，聚焦“决战脱贫攻坚，助力
疫情防控”内容，由“善之光”“善
之行”“善之城”三个重点篇章组
成，分享顺德慈善抗疫及扶贫工
作成效。

活动当天晚上上演大型原
创音乐剧《西关小姐》慈善专场，
主办方特别邀请慈善捐赠人和
单位、慈善工作者、慈善志愿者、
扎根一线扶贫干部、援鄂抗疫医
务人员以及参与和支持慈善事
业人士观剧，并与主演近距离交
流慈善理念， 接续慈善行动，传
承慈善理念。

在今年慈善文化月期间，顺
德慈联和顺德区慈善会将共同
发起 2020 年顺德慈善“圆梦行
动”， 该项目自 2011 年推出，至
今已持续开展 9 年，涉及“征集

梦想”“梦想认领”“助 ta 圆梦”三
大核心内容，充分调动各方力量
积极助困圆梦，合力为顺德区有
需要的困难人群提供贴心的关
爱与服务。

今年顺德慈联还探索以声
光电等全新多媒体手法，策划设
计“慈善项目馆”“慈善组织馆”

“慈善文化馆”“扶贫产品馆”“慈
善体验馆”“顺德慈善奖事迹展
示馆”等多个“善+”主题馆，参展
的 17 个单位及项目在慈善文化
月期间巡展 3 场， 融合展示、义
卖、募捐、销售、舞台分享等多种

形式，吸引大批市民参与和支持
慈善。 其中首场巡展在顺德演艺
中心大剧院一、 二层平台举行，
吸引了 200 多人观展和参与义
卖体验，其中扶贫产品馆的扶贫
产品销售火热，雷州扶贫产品不
到一小时销售额便近千元。

打造地方慈善品牌

慈善文化月是顺德近年倾
力打造的慈善品牌之一，自 2018
年开始每年 9 月举办一次，由顺
德慈联联动政府部门、 行业组
织、 社会组织和慈善组织举办，
通过系列慈善文化活动，展示慈
善成果，对接慈善资源，让社会
“零距离”接触公益慈善。

经过三年发展，慈善文化月
的内容不断丰富，影响力不断增
大， 文化活动从最早的 20 多场
增加到今年的近 80 场。 去年“慈
善文化荟”一场活动，就通过慈
善展览、慈善义卖、爱心留言等
方式， 吸引了超过 300 位市民
“触善”。

近年来顺德构建起区—
镇—村慈善组织系统，但长期以
来， 顺德区虽然有不少慈善组
织，但彼此之间互动不多，活动
也比较分散。 于是，顺德慈联在
成立不久便开始谋划顺德慈善
文化月活动， 希望通过行业搭
台、社会联动，全面集中地展示
顺德慈善风采， 分优秀慈善成
果，积善成众，众善成城。

在今年的活动现场，主办方
发布了《慈善组织管理规范》和
《慈善组织专项基金管理指引》
两项慈善团体标准编制，助力慈
善行业标准化建设；发布了 4 个
顺德慈善的集体商标 ， 加快
“善+”品牌发展，以商标促进顺
德慈善文化传播和传承；同期发
布了《“善德·善行”2020 顺德慈
善发展观察》专刊，全面总结顺
德慈善的发展成果。

此外，顺德慈善之歌《以善
至上》MV 也在现场首映。《以善
至上》 于 2019 年发布并上线音
乐平台。 今年，顺德以类电影拍
摄手法开启歌曲 MV 创作和摄
制， 由顺德慈善真实事件改编，
组织慈善人物、 慈善工作者、志
愿者等在顺德慈善地标实景拍
摄， 真实反映顺德善城氛围，以
音乐与慈善故事的结合，传递慈
善正能量，传播慈善文化。

活动现场还发布和推介了
国内首个慈善组织信息管理平
台“慈链平台”。据了解，该平台
将免费共享给全区慈善组织使
用，能够实现项目管理、捐赠人
管理、帮扶对象管理、业务与财
务的一体化管理， 使不同机构
之间能够实现工作协助和数据
共享。

“慈链平台”计划建成一个
集慈善资源对接、 网上募捐、信
息公开与发布、捐赠资金使用情
况查询与跟踪、慈善组织服务等
功能于一体的信息服务管理平
台, 不仅可以展示筹款项目基础
信息，也可以展示与之相关联的
项目和活动；同时由于和机构财
务、项目管理系统同属一个网络
平台， 有利于公众更加快捷、详
细地了解一个项目从筹款到实

施的全过程。

激励社会各界行善

在今年的慈善文化月活动
中，主办方公布了 39 个 2020“顺
德慈善奖”获奖名单，包括慈善楷
模 1名、慈善人物 3 名、慈善组织
5个、慈善企业 10个、慈善服务典
范 10 个、慈善项目 10 个。 其中，
慈善楷模由碧桂园集团董事局联
席主席、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
荣誉会长杨惠妍获得。

顺德慈善奖自 2017 年启动，
是顺德慈善行业最专业、 最权
威、 最具影响力的评选表彰项
目。 2020 年“顺德慈善奖”评选出
了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在慈善
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影响广泛的
顺德区单位、个人和项目，以及
对顺德慈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的区外单位和个人（含华侨和港
澳台同胞），设立慈善楷模、慈善
人物、慈善企业、慈善组织、慈善
服务典范、 慈善项目共六个奖
项，经发布申报、资格初审、网络
点赞、评委评议、征求意见、社会
公示等多个环节进行评选。

活动现场还公布了 2019 年
度顺德慈善捐赠榜，并嘉许 2019
年度顺德慈善捐赠榜最高捐赠金
额的“顺德首善”获得者杨惠妍女
士，其 2019 年的慈善捐赠达 15.2
亿元。 2019 年度，顺德全区的慈
善捐赠总额接近 17亿元。

据悉，顺德慈善捐赠榜的编
制工作，与顺德慈善奖评选同步
开展。 该榜单自 2018 年开始每
年编制发布，榜单以表彰捐赠行
为、弘扬慈善精神，激发全民参
与为宗旨，收录年度累计捐赠金
额 5 万元及以上的个人、10 万元
及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
组织，最终编制出顺德爱心榜单
和慈善名录。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顺德慈善组织合力为全区以及
全国疫情防控工作贡献慈善力
量；同时也发起多项抗疫帮扶项
目及行动、服务等。 截至 7 月 16
日，顺德区抗疫相关捐赠总额达
5.79 亿元。

为了梳理慈善组织在应对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发挥的作
用及总结有益经验，主办方还发
布了 2020 年顺德区慈善组织参
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报告，
公布 2020 年度“顺德慈善抗疫
捐赠榜”。

在 89 个入榜者中， 个人抗
疫捐赠榜为 16 人， 企业抗疫捐
赠榜为 52 人， 事业单位和社会
组织抗疫捐赠榜为 21 人。 其中，
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抗疫捐
赠 2.1738 亿元、碧桂园集团抗疫
捐赠 2 亿元分别居“事业单位和
社会组织抗疫捐赠榜榜首”“企
业抗疫捐赠榜榜首”。

顺德慈联是顺德慈善奖评
选活动和顺德慈善捐赠榜编制
项目的主办单位之一，顺德慈联
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这两个活
动项目的常态化举行，顺德的慈
善文化品牌得到进一步升级，慈
善榜样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彰显，
为顺德营造出更加浓厚的慈善
文化氛围。

（据《善城》杂志）

■ 林峰

举办 2020 年顺德慈善文化月暨大型原创音乐剧《西关小姐》慈善专场、评选慈善奖、编制慈善
捐赠榜、举行慈善展……今年顺德“慈善文化月”期间，近 60 场慈善活动轮番举办，让公众得以近距
离参与慈善，带动全城行善。

近年来，顺德慈善事业蓬勃发展，慈善组织数量快速增长，正朝向标准规范、多元合作、专业提
升、品牌辐射的趋势发展。 如今，顺德以慈善文化活动为抓手，帮助众多慈善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
士整合、对接、共享慈善资源，同时带动更多人投身慈善事业。

目前，顺德慈善类社会组织 243 家，顺德慈善组织慈善资金总量约 150 亿元，2019 年慈善组织总
收入 16.9 亿元，慈善组织秘书处专兼职从业人员 176 名，顺德慈善形成“4+4+3”发展模式，全链条联
动推进慈善项目高效运作，政企社协作落实慈善事业精准服务，济乡邻传统保障慈善生态持续发展。

慈善文化月期间，首期慈善巡展举行

9 月 5 日，顺德举办 2020 顺德慈善文化月暨大型原创音乐剧《西关小姐》慈善专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