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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关怀送暖〞活动工作简报 

活动地点：广东省清远市  阳山县 – 阳城镇黄竹村、杜步街村民小组、 

白须公村, 山坪村、东山村。( 涵括有 60 条自然村 ) 

合办单位：香港力行植林慈善基金会, 阳山县残疾人联合会 

活动日期：2019 年 12 月 3 日至 8 日 

送赠对象：65 岁或以上长期居住于农村的长者、 

          残疾、特困、低保及五保户等村民。 

送赠物品：大米 20 斤、花生油 1 瓶、夹棉外套 1 件、药油 1 瓶、饼干 1 袋。 

                  本次合共送出 637 份礼物。  

活动简报： 

 

 

 

    香港力行植林慈善基金会为常住在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部分镇村 65 岁

或以上长者、残疾、特困、低保及五保户等村民举办〝关怀送暖〞活动，不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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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间已经踏入 20 个年头。 一贯本着宏扬中华文化传统美德，关爱长者，关怀

残疾人士和贫困村民，让山区村民感受到来自香港同胞的关怀，在严寒的冬季即

将到来之前，送上一份真挚的关爱和温暖。今年参加“关怀送暖”活动共有 10 名

香港义工、5 名内地义工和阳山人医何护长及两位朋友共 18 人协同完成了相关

工作，同时得到阳山县残疾人联合会和相关镇村及联络人员的支持配合。 

 

   12 月 2 号，首批义工队伍 7 人到达，随后在 3 号、4 号到达一些偏远及少人

居住的自然村进行家访送赠。12 月 4 号下午，义工们全部到达东山后，立即就

着手物资的清点，整理及包装，为顺利完成“关怀送暖”活动做好准备。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老天爷似乎被力行

基金会的义举和义工们的热忱所感染，一

连几天都以和煦的阳光与送温暖活动相

伴，让村民们从里到外都感受到浓浓的暖

意。 

   12 月 5 日上午，送赠工作首先在阳山县

阳城镇的黄竹村开展，黄竹村是今年新增

换的地点，村委会早早拉起了横幅，组织

村民欢迎基金会送赠活动的到来。 

12 月 6 日，完成了杜步街、牛尾塘村、

杜木村、牛奶坪村等地的送赠活动任务。 
 

         

   12 月 7 日上午，“关怀送暖”工作继续在东山村辖内的其他几个村落开展。 

    九时三十分，义工队伍回到位于东山村大街的力

行图书馆与小朋友们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互动。基

金会为送展广绣绣品获奖的小学生及初中学生祝贺，

又送赠棉被给即将升读中学的同学，亦为在图书馆阿

姨指导下制作的小墙报评出的各个奖项予颁奖。同

时，义工们对图书馆小朋友制作的环保手工艺品也赞

叹不绝，纷纷认领。似乎，一经踏入图书馆，每个人

都自觉年轻起来，那份轻松，油然而生，当初谢医生

对祖国的未来那份关爱、那份执着，在每天参加图书

馆学习活动的小朋友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mailto:contact@greenaction.org.hk


 

 
 

力行植林慈善基金会 
Green Action Charity  Foundation   

Flat C, 3/F, Ho Kwan Building, 54 Jordan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  九龙  油麻地  佐敦道  54 号可群大厦三楼 C 室            
电话 Tel: (852) 2377 2101        传真 Fax: (852) 2377 2161                               

电邮  E ma i l :  co ntact @g re en act ion .org. hk    网址 Web s ite:  www. gre en act io n.org. hk  

 

       7 日下午送暖队伍来到了山

坪村，一阵阵的锣鼓声中，醒狮队

迎接着我们的到来，十几个自然村

的送赠工作在村委的协助下有条不

紊地进行。 

    12 月 8 日上午，主要的送赠工

作集中在东山村大街。 
 

       除了在村委会集中送赠外，到各个村点送赠的时候，义工们会协助长者

将物品送到其住处及进行家访慰问和了解，让真正需要帮助的长者得到帮助，解

决困难。 

       今年参加“关怀送暖”活动的义工队伍当中，广州义工深哥 80多岁的妈妈，

除了在 10 月参加阳山县“扶贫复明”义工外，还参加了这次“关怀送暖”活动，非常

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钦佩。还有香港义工李生，参加活动前腿部受伤，毅然

坚持参加工作。其次，相信参加今次活动最受感触的是永义公司的源哥仔，真正

看到、感受到大陆山区中还有许多需要关心关怀的同胞，所以，每当有需要协助

老人家将物品送到家里,他都第一时间协助帮忙。 

      感谢各位义工朋友和山场的村民朋友，以及县残联、相关村委会为每年的

“关怀送暖”工作尽心尽力。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明年再会。 

  

     资料提供：义工 关绮媚    执笔：义工 尹耀明 

                       2019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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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明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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