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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深圳 U跑团：

一根陪跑绳，点亮视障者奔跑梦
8月22 日 7 时 30 分，深

圳市民中心南广场，
雨后的清晨让绿道美景更显诗意。
陪跑员“羽阵”（郭昱圳）手里紧攥
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侧是视力
障碍跑友“小草”（韦晓萍），二人相
伴而行，踩着同样的节奏，保持着
相同的配速，跑了 3公里。

系着跑绳的还有另外两对
搭档， 他们都来自深圳 U 跑团，
正在进行周末例跑。深圳 U 跑团
是一个由视障人士和陪跑员组
成的视障跑团，“羽阵”说，“U”一
半为伤 （视障人士）， 一半为健
（健视者），共同代表着深圳的志
愿者精神。

跑步是通向人生
新道路的大门

跑步途中，1998 年出生的
“小草” 对周边的环境充满了好
奇。 凭借着敏锐的听觉，她一路
上不停地问着羽阵身边的事物，

“羽阵”一一为她解答。
“羽阵”是深圳 U 跑团的执

行团长，“小草” 是跑团的新人，
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周末例跑，此
前她还跑过深圳湾公园和洪湖
公园。 跑完 3 公里后，“小草”在
“羽阵” 的引导下还健步走了 2
公里， 她说：“没有光明的窗，但
我还有跑步这扇通向人生新道

路的大门。 我给自己定了目标，
今年要一次性完成 10 公里跑。 ”

刘凤娇、曲以新加入跑团已
经 5 年有余， 二人都是视障人
士， 在同一家盲人推拿店中工
作，非常默契。 由于刘凤娇是低
视力，她偶尔会承担起“陪跑员”
的角色。 当天， 他们一起跑了
10.27 公里， 总用时 1 小时 23 分
43 秒，平均配速为每公里 8 分 08
秒。“跑完就是舒服！ ”曲以新说。

刘凤娇介绍， 两人经过训
练，曾经参加过深圳国际马拉松
6 公里欢乐跑，而深马，正是深圳
U 跑团成立的契机。 2015 年 9
月，深圳 U 跑团成立，当年共有
30 名深圳视障人士和 157 名志
愿者参加了深马，之后每年深马
赛场上，都能看见深圳 U 跑团的
身影。 如今，该跑团已有 8 名视
障跑者完成过全程马拉松，13 名
视障跑者完成过半程马拉松。

长期稳定的陪跑员
很稀缺

深圳 U 跑团与深圳其他跑
团一样，都是由一群热爱奔跑的
人组成。“羽阵”说：“虽然跑团有
超过 150 名视障者和陪跑员注
册，但稳定参加平时活动的陪跑
员却只有 20 多名。 我们很缺人，
尤其缺长期稳定的陪跑员。 ”

“羽阵”介绍，陪跑员最基本
的要求是做到安全第一， 帮助视
障跑者避让危险、躲避障碍，并对
视障跑者进行有效保护， 这需要
陪跑员接受视障辅助培训， 学会
正确的方式与视障跑者沟通；其
次要有作为一名跑者应有的跑步
能力，跑步过程中共同进退。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陪跑
员还可以为视障跑者介绍沿途
的风景。 若是参加比赛，陪跑员
遇到官方摄影师还可以提醒视
障跑者摄影师的方位。“羽阵”
说：“这有助于双方更好地放松
状态，建立互信，感受跑步的快
乐。 从技术层面来说，如果陪跑
员与视障跑者能随时感受到双
方的互动，双方思路、步调统一。
两个人都很自在，那就很棒了。 ”

为了让陪跑员尽可能感同
身受，深圳 U 跑团会为有意愿担
任陪跑员的跑者进行统一的培
训课，并鼓励跑者戴上眼罩体验
蒙眼奔跑。“羽阵”说：“体会在黑
暗中奔跑的感觉，可以帮助跑者
更好地理解跑团理念，明白相互
沟通的重要性。 ”

在比赛中， 陪跑员与视障跑
者会穿上“陪跑”或“视障”等字样
的衣服以表明身份。羽阵提醒，若
市民在活动、 比赛中遇到视障跑
者，在不影响自身节奏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通过言语予以鼓励。

视障人士要勇敢迈出
奔跑第一步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网
络的发展， 社会团体的加入，视
障人士接触到的信息、对世界的
理解不断增强，走出家门、参与
全民健身的意愿在逐渐增强，生
活圈、 社交圈因此不断扩大。 ”
“羽阵”表示，视障人士同样拥有
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但由于他
们仍存在缺少足够多的支持，目
前参与文体活动的视障人士仍
是少数。

“羽阵”说：“对于跑团里的
视障人士来说，跑步已经是他们

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传播热
爱跑步、热爱体育的视障人士的
声音， 让更多视障人士听见，帮
助他们树立对运动的信心，跨出
第一步。 同时，我们也期待能够
不断完善、 升级无障碍设施，公
园等单位给予活动、 场地支持，
以及更多人能够参与到志愿服
务中来。 ”

“羽阵”笑着告诉深晚记者：
“近些年有不少单位联系跑团，
希望合作搞一些活动。但我们需
要的不仅仅是轰轰烈烈的开始，
更是轰轰烈烈之后留下的点点
滴滴———长期稳定的陪跑员，以
及更多视障人士的积极参与。 ”

（据《深圳晚报》）

2021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一年。从关
注农村弱势群体、农产品销售渠道
拓宽到灌溉水渠等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广州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工
作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
工作部署，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
局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广泛动员
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制定出台工作方案，召开
广州社会组织参与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暨“广
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动员座谈
会，持续引导全市社会组织开展
“千社扶百村”活动，实施社会组
织助力乡村振兴七项行动。

近日， 从广州市社会组织管
理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广大社会
组织发扬脱贫攻坚精神和服务社
会、服务群众理念，积极开展对口
支援、特困群体帮扶、医疗助学、
儿童关爱、疫情防控等工作，有效
助力广州市和对口帮扶地区实施
乡村振兴。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
来， 广州全市已有 190 多个社会
组织参与 160 个帮扶项目， 累计
捐款捐物逾 1.47亿元。

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负
责人表示，如今，广州社会组织
掀起的乡村振兴热潮，正是今年
上半年社会组织的一个工作缩
影，这一系列行动，正切切实实
地给乡村带来改变。

为群众实现“微心愿”

截至上半年， 广州全市 190
多个社会组织累计捐赠的逾
1.47 亿元爱心款物都用在了什
么地方？ 据了解，关注弱势群体，
积极帮助老弱病残、妇女儿童解
决“急难盼愁”，协助政府做好社
会兜底保障工作是此次一系列
乡村振兴项目的目标之一。

今年， 花都区慈善会先后开
展慈善医疗（救助）、困境儿童服
务站建设、残疾致贫救助、人居环
境整治、 寄宿制学校改造等爱心
援助活动， 捐赠各种慰问物资和
现金价值逾 332.75万元； 从化区
慈善会支出 134.68万元， 大力开
展如愿行动、 残疾人智能仿生手
辅具适配资助、“两癌” 患病困难
妇女慈善、救助救急救难-困难人
员临时救助等项目，服务 3000 多
个群众， 实现 1014 个微心愿，救
助 25名“两癌”患病困难妇女，资
助 4名残疾人和 3名特困人员。

在各区慈善会行动的同时，
行业协会商会也在行动。 其中，

广州市医疗行业协会开展 21 场
“仁医惠民·爱在羊城”“学党史
暖民心”“我为群众办实事”党员
志愿服务实践活动， 组织 10 多
家医疗机构为 1000 多困难群众
提供价值约 20 万元的公益医疗
健康服务；此外，他们还到梅州
平远县开展“点亮心灯·放飞梦
想”实现困境儿童微心愿公益活
动，捐赠价值 30 万元学习用品，
为 289 名贫困学生实现微心愿。

多措并举让乡村更美

除了帮助困难群众，社会组
织也在聚焦乡村发展，积极发挥
慈善力量。 此前，广州市慈善会
便向全社会广发《广州市 2021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暨深
化“羊城慈善为民” 行动倡议
书》，支出 1534.17 万元支持全国
10 个地区（云南省、甘肃省、陕西
省、贵州省毕节市，省内清远市、
梅州市、 韶关市和市内涉农地
区），开展 50 个帮扶项目，惠及
50 个帮扶村。

与此同时， 番禺区慈善会划
拨 507.35 万元开展教育助学、培
训乡村教师、建设灌溉水渠工程、
敬老院改造等 26 个帮扶项目，支
持贵州毕节市、 省内梅州市等地
乡村振兴； 南沙区总商会开展东
西部扶贫协作， 投入 817 万元对

贵州省安顺市经开区、西秀区、紫
云县进行帮扶； 广州市华新公益
基金会在广州市 2021 年广东扶
贫济困日暨“千企帮千村 万企
兴万村”行动启动仪式上认捐 200
万元支持乡村振兴工作。

捐钱之余， 广州社会组织也
在为乡村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其中， 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与
从化区慈善会联合开展“从化荔
枝公益定制活动”，动员组织省市
57家社会组织、12家企业、5位爱
心人士参与荔枝定制， 购买金额
逾 66.6万元； 广州市社会组织联
合会会同广州市潮汕商会认购清
远市连南县三排镇鹰嘴桃 5000
斤，价值 5万元，全部捐赠给市儿
童福利院、 市老人院等社会福利
单位；番禺区南村总商会发动 73
家企业， 认购五华县华城镇铁炉
村农户三华李 1300 多斤，购买金
额 1.048万元；广州市荔湾区萤火
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直播形
式，协助果农销售荔枝 582 箱，让
果农增收 1.746万元，同时购买荔
枝 126箱，全部赠送给荔湾、越秀
区 126名抗疫一线工作者。

教育振兴创造未来

对乡村来说，教育既承载着
传播知识、 塑造文明乡风的功
能，更为乡村建设提供了人才支

撑。 在不少社会组织看来，乡村
要发展，就要将教育事业发展起
来。 如今，广大社会组织关心教
育事业，情系困难学子，积极开
展援助教育、 助学帮教等活动，
大力支持帮扶地区的教育发展
和困难学子学习。

其中， 广州市高州商会捐赠
500万元，全力支持高州市教育事
业发展； 广州开发区善德助学促
进会开展“一对一”助学项目、山
区学校基础设施改造、“科技乡村
振兴”和“政和有爱?情系阳山”爱
心助学等活动，向贵州习水、云南
红河、内蒙古、湖南浏阳、韶关、清
远、 梅州等地方捐赠价值约 679
万元的教学物资设备、 云课堂和
慰问金，服务学生 6万多人。

而广州市利世慈善基金会
坚持开展“利世精英学子一对一
一家人长期奖学项目” 活动，对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
马尔康、广东梅州等地 961 名学
生发放奖学金 216.481 万元，助
力贫困学生继续接受教育；广州
市欧派公益基金会分别向宁夏
固原市第一中学捐赠 30 万爱心
助学基金，向梅州市平远县发展
教育基金会捐赠 60 万元， 向清
远市石角镇田心希望小学捐赠 4
万元的多媒体设备、电脑教学物
资，支持帮扶地区教育发展。

（据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广州社会组织倾力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累计捐款捐物逾 1.47亿元

视障跑友的奔跑，是和陪跑员一起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