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动企业开展物资捐赠

当前，上海的疫情防控工作
正处在最紧要的关键阶段。 记者
梳理发现，3 月份以来，上海市多
家本土基金会联动各类企业开
展防疫和生活物资捐赠活动。

医疗物资方面， 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携手青岛海氏海诺
集团、 北京益行者公益基金会联
合发起“齐心协力 共同守‘沪’抗
疫行动”，向“四叶草”方舱医院以
及虹口区、 普陀区捐赠紧急医疗
物资。为保证完成物资运输工作，
青岛海氏海诺集团特调配货车配
合物资运输， 在多方力量的配合
下， 短短一天之内完成所有物资
装车，4月 11日便送抵上海“四叶
草”方舱医院完成物资接收。

3 月 12 日，在上海市侨联的
指导下，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
金会立即启动参与上海抗疫的
特别行动。 记者从上海市华侨事
业发展基金会获悉，截至 4 月 15
日，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
一个多月来共向社会各界捐赠
了总价值超过 4000 万元的物资，
包括医疗用品、消毒用品、食品
以及消杀专用器械等。 全市 16
个市辖区全覆盖，物资发放至各
街道、社区、卫生中心、医院、隔
离收治点、敬老院等 187 个单位
或场所。

上海居民生活物资供应也
是基金会关注的痛点问题。 联劝
（明羲慈善） 专项基金开展“守
‘沪’都市，‘蔬’送希望”项目，为
一线的医疗人员家属、社区孤独
老人送上爱心蔬菜包， 共克时
艰，汇丰集团等爱心企业也多次
通过联劝公益支援抗疫行动。

对于基层物资供保，在 3 月
30 日，上海阳光公益基金会联合
上海启龙集团连夜安排保供专
车，前往江苏盐城蔬菜基地组织
货源。 次日，一车车近四十吨的
新鲜蔬菜运抵上海，分别捐赠给
各区以及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并组织力量为社区孤寡独居老
人与一线医务人员送菜。

与此同时，上海宋庆龄基金
会于 3 月 29 日收到八开揽月
（上海）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协调
天津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捐
赠的用于援助上海抗疫一批价

值 20 万元的预加热食品。3 月 30
日，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接受到物
资后，就派发给普陀区等一线的
志愿者和部分医务人员。 同一
天，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还将山东
康华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捐赠的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
测试剂盒送到了一线女记者、养
老院老人和学生手中。

此前，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已
协调“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慈爱感
恩妈妈之家专项基金”“上海宋庆
龄基金会好侍食品专项基金”和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母婴平安专
项基金”向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
部分公安干警、杨浦区妇联、瑞金
医院、运输抗疫物资的爱心车队、
抗疫安保人员、 部分外籍教师捐
赠了水、方便面等食品。

开通线上募捐通道

记者发现，在接收社会各界
的物资之余，上海多家本土基金
会也纷纷开通募捐通道，公开募
集防疫善款。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于 3 月
26 日开启“抗疫援助专项行动”
线上募捐通道。 此前，基金会已
通过存量资金为社区一线援助
了价值超过千万元的各类抗疫
物资。 通过开通各处线上线下公
募渠道，基金会将筹集到的款物
全部定向用于上海社区抗疫一
线的援助以及抗疫一线工作人
员的慰问。 截至 2022 年 4 月 17
日 8 时，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已通
过上述专项行动的募捐通道，收
到 2616 笔 捐 赠 ， 总 金 额
1943717.42 元。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则利
用自有的网络募捐平台联劝网，
于 3月 23日上线针对上海防疫的
公开募捐项目。记者从上海联劝公
益基金会获悉， 截至 2022年 4月
15 日 18 时， 该项目已收到 8033
笔捐赠，总金额 1506635.33元。

截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上
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共接收抗疫
相关善款超 430.71 万元，累计抗
疫相关公益善款支出 329.61 万
元。 累计捐赠物资 111 批次，价
值约 345 万元。 目前接洽中的物
资约 720 万元。

截至目前，联劝公益“守护
上海抗疫济困专项行动” 已为
189 个社区、单位，共计 545,015
人次的居民及抗疫工作者提供
了支持。

人文关怀与心理援助

4 月 11 日，在上海第 150 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市民政局局长蒋蕊着重
强调，“各区、各街镇要指导相关
居（村）委会，并组织社区志愿者
主动关心出院患者和解除医学
隔离观察人员的日常生活起居，
特别是对其中的独居老人、残障
人员和其他有特殊困难的人员，
要加强物资保障和人文关怀，尽
可能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
遇到的难题”。 上海多家社会组
织纷纷响应，将心理援助与人文
关怀纳入到疫情防控行动中。

近日，“抗疫守沪，关爱困境
老人行动”项目由中欧校友爱心
联盟发起， 由上海市老年基金
会、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共同

执行。 项目以筹集到 100
万元为目标，其所有善款
将全部用于抗疫爱心包
的采购，以此共同关爱在
上海疫情中的困境独居
老人， 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

同样，为服务关爱双
老家庭、独居老人，恩派公
益和北大上海公益联合会
联合发起帮助上海困境老
人行动， 全力组织各种社
会力量， 去搭建求助信息
平台、 整合供应和物流资
源、服务困难社区。

此外，为支持全民理

性抗疫，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
会还联合了上海睿家社工服务
社，邀请上海的儿童和青少年通
过录制视频来为抗击疫情发声。
视频中，“小童善治”儿童代表说
道：“小口罩，戴戴好，金属条要
贴紧小鼻梁”“勤开窗户，通风通
气不生病”。 同时，在杨浦区未保
办指导下，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
金会主办“小童善治，‘未’爱助
行”项目之云端画展活动，以“疫
情之下的上海”为主题，鼓励儿
童分享画作创意，成为防“疫”代
言人、抗“疫”小画家。

早在今年 3 月份，上海市养
老机构就进入了封闭管理。 为了
传递“人文关怀”，给予养老机构
坚守岗位的一线护理员关爱，上
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通过上
海市民政局的牵线，与本市数十
家公益基金会一起慷慨解囊、奉
献爱心，积极参与养老机构护理
员防疫关爱项目，为 300 名本市
养老护理员提供疫情关爱津贴。
紧急求助志愿服务平台

记者发现， 在常规的善款筹
集、物资捐赠、心理援助之外，上
海仁德基金会与上海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均联合多方力量上线了
紧急救助志愿服务平台， 为受困
人士开展应急援助，解燃眉之急。

上海仁德基金会和爱德基金
会携手上海壹棵松公益基金会、
上海宝龙公益基金会， 于 4月 10
日正式上线“守护志愿者———社
区志愿者互助平台”项目。

平台聚焦于上海各社区志
愿者团队，旨在为志愿者团队链
接资源，提供物资采购、运输和
消杀等帮助。 目前，该平台开通
了社区志愿者抗疫需求征集、采
购渠道支持、志愿者报名、捐助
信息登记、心理援助热线等服务
功能。 记者从上海仁德基金会获
悉，截至 4 月 15 日，平台共收集
到来自上海各区的需求信息 143
条，已核实其中 120 条，需求多
集中在防护物资和消杀用品的
采购和支援上。

同样，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
金会创始人潘江雪、儿童友好社
区创始人周惟彦、益社创始人李
磊和 NCP 生命支援创始人郝南
联合发起抗疫紧急志愿行动，并
于 4 月 9 日正式开通线上求助
渠道，为老弱病残幼、求医问药

的患者、 需要心理援助的居民、
以及急需物资的医护人员和社
区志愿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志愿
服务和支持。

记者从上海真爱梦想基金
会获悉，截至 4 月 16 日 11 时，平
台收集的求助信息共计 1698 条，
其中待核实信息 558 条，处理中
信息共计 593 条，已完结求助信
息 547 条。

凝聚更多社会力量

社会组织在抗疫过程中的角
色不容忽视。 早在 4 月 6 日召开
的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市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强就指
出，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疫情
防控， 在优化应急保障中发挥行
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
在开展心理疏导、 情绪支持中发
挥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的优势，
在生活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上展
现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作为。

4 月 15 日，在上海第 154 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上海市副市长彭沉雷回
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了社会力量
参与本次疫情防控的情况。

彭沉雷介绍道，截至 4 月 11
日，本轮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收入
已达 3.37 亿元，捐赠支出 3.16 亿
元， 其中资金支出 1.45 亿元，物
资支出 1.71 亿元。在积极开展募
捐活动的同时，捐赠款物的使用
也进一步得到规范。

他强调，政府部门将进一步
积极支持和引导慈善组织、民间
公益力量依法规范开展慈善募
捐、志愿服务活动，同时，严格按
照慈善法等规定加强社会捐赠
信息公开， 用好每一笔善款，凝
聚更多社会力量，共同打赢疫情
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对于社会组织如何有效参
与社会救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提出两条建议： 一、
社会组织应该主动和有关信息
部门、应急管理部门搭建沟通机
制， 建立良好的政社合作关系；
二、 社会组织发挥其机动性、灵
活性的特点，在救援过程中注意
规划战略和重点。

（据澎湃新闻）

”

当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动员社会组
织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十分必要。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建议， 各级政府应把社会组织纳入应急机制中
来，建立有机联系。

早在 4 月 6 日召开的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 上海市委
书记、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强就强调，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疫情
防控。

4 月 15 日，在上海第 154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
副市长彭沉雷表示，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上海社会各界爱心涌动、积极行动，尤
其是基金会、行业协会商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各类社会组织发挥各自优势，通
过物资供保、善款捐赠、建立紧急求助志愿服务平台等方式对接爱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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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捐赠、善款筹集与平台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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