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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师瓜是新疆喀什地区

伽师县出产的甜瓜，由于当地

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出

产的伽师瓜皮薄、肉厚、味香，

居全疆甜瓜之首，所以伽师瓜

又享有“中国瓜王”和“西域珍

品”的美誉，受到广大消费者

的喜爱。夏季正是伽师瓜的

收获季节，除了到达石湾的

10吨甜瓜外，7月3日，首批

30吨“八六王”品种伽师瓜，

经过5天5000多公里的跋涉

也已运抵佛山，并顺利到达市

民餐桌。

为保障新鲜度，这些伽师

瓜直接从田间采摘，并经过质

量检测、称重、包装、装箱后，

再由货车运到。佛山疆南宣

源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

介绍，为保证瓜果品质，每一

个伽师瓜都经过了品质把控，

工作人员还为瓜果披上保护

膜，防止其淋雨、暴晒，市民无

需远赴伽师，就能品尝到来自

祖国西北的鲜活农产品。品

质优良、无公害的农产品受到

了消费者的热烈好评，品尝到

舌尖上的美味后，不少消费者

不仅自掏腰包加购扶贫产品，

还成为伽师瓜的“推销员”，营

造出“人人参与消费扶贫，人

人支持消费扶贫，人人宣传消

费扶贫”的浓厚氛围。

“既可以品尝到味美甘甜

的特色瓜果，还可以助力扶贫

工作，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职工阿娴为活动点赞。据悉，

在佛山夏西及华南水果批发

市场均有伽师瓜批发销售，欢

迎市民前去选购。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为深入

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消

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决策部署，

落实“以购代捐”倡议，全市广泛

发动预算单位食堂、企事业单

位、水果批发商等采购伽师农特

产品，变“输血”为“造血”。

除大力帮助伽师农产品寻

找出路外，佛山在产业、民生

等诸多领域，对伽师有针对性

多举措多渠道帮助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值得一提的是，在

项目建设的同时，佛山还把当

前热点的消费模式带去当地，

不仅为当地群众拓宽了视野、

打开了思维，同时也极大拓宽

了当地各类产品的销路。目

前，在佛山驻伽师县工作队的

推动下，伽师已成功申报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电商示

范县，今年6月，佛山市援藏援

疆办还组织伽师相关人员参

加“村村开网店、店店有网红”

网络直播培训，探索“互联网+

精准扶贫”的创新务实之路。

此外，佛山还大力推行“农

民+合作社+企业”深度垂直的

合作模式，促进伽师农业产业

融合互动，叁拾加、本来果坊等

佛山大型水果批发企业还在伽

师设点，胡杨牧歌、西域果业也

与中南农业市场合作，佛山、伽

师两地供销部门达成深度合作

协议。“下阶段，我们将积极抓

好产业、民生、智力支援，加强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等工作的同

时，进一步加大消费扶贫工作

力度，帮助受援地巩固脱贫成

果，助力受援地决胜脱贫攻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佛山

力量。”佛山市援藏援疆办相关

负责人说。

伽师瓜长途跋涉到佛山

多渠道助当地群众增收

文/图通讯员提供

伽师瓜跋涉5000公里抵达佛山

佛山助伽师县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各相关单位、企业、爱心人士已认购伽师

特色产品超600万元

7 月初，经过 5000 多

公里的长途跋涉，来自新疆伽师县

卧里托格拉克镇的伽师瓜到达佛山，并迅

速派发到市民手中。品尝着味美甘甜的伽师

瓜，市民不仅享受到了清凉，也通过此举响应“以

购代捐”脱贫攻坚部署，助力消费扶贫。

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佛山广泛发动预算单

位食堂、企事业单位、水果批发商等采购伽师农特

产品，开展扶贫产品“以购代捐”“爱心礼包”等活

动，截至7月初，各相关单位、企业、爱心人士

已认购伽师特色产品超600万元。

“看着学生改变，很有成就感”
她驻校服务9年，用心呵护学生成长

●姓名：陈露

●年龄：32岁

●身份：资深社工，桂城街道“阳光动力”驻校社

工服务项目社工。目前在文翰中学开展“阳光动力”

驻校社工服务项目 9 年，组建葵瓜籽志愿者骨干队

伍，策划组织志愿服务，回应学校、家庭、社区服务

需求。

9年前，刚大学毕业的陈

露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

桂城就业，并如愿找到了一

份与自己所攻读专业一致的

工作，从此开始了她的社工

职业之旅。“那时文翰中学还

没有成立，前身是叫平洲四

中，交通极其不方便，进来学

校都要搭船才能到达。”陈露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禁陷

入了沉思。人生地不熟，对

于那时的她来说，无论工作

还是生活都是一个全新的挑

战。庆幸的是，学生待她如

亲人，很热情地带着她去周

边购买生活用品。那时，她

就被这种关爱氛围吸引，并

暗暗下决心——以后就一直

长驻桂城了。

也是9年前，桂城街道关

爱服务项目专项资金购买的

桂城街道“阳光动力”驻校社

工服务项目启动，文翰中学是

第一批试点学校，陈露就这样

与这个项目结缘。这个项目

主要是为桂城的公办初中学

校提供驻校社工服务，搭建家

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

服务框架，使得教育基地、家

庭教育、学校管理、社会教育

分割的状况得以打破，服务阵

地探索亦从单方推动逐渐呈

现双方互动、四方协作甚至多

方联动的局面。

陈露介绍，这样的项目打

破了学校“围墙式”管理教育，

使社区生活、企业文化、社区

文化在校内得以传播，学生亦

透过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投

身到社区建设中去。如各校

组建向日葵志愿者队伍，带领

学生走进社区，参与社区建

设，文翰中学就组建了“葵瓜

籽志愿者骨干队伍”，由学生

骨干策划组织志愿服务，回应

学校、家庭、社区服务需求。

“很开心，能用自己的专

业帮助到别人。”陈露说，以今

年疫情缘故影响上学为例，很

多学生回到学校后出现各种

不适应，学生通过学校渠道预

约了她作为倾诉对象，她都耐

心地为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排

除情绪疾病。

不知你是否留意到，在桂城很多社区和学校，都有一群

人，他们长期在社区居委会以及学校“驻扎”，与居委会、学校

一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关爱辖区处于困境的未成年

人、帮扶社区老年人等等。他们就是驻校社工。

这几年，社工悄然走进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并在帮扶

社会成员、解决社会问题、调节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上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桂城文翰中学，就有一位资历丰富

的社工——陈露，她已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9年，用心呵护着

学生健康成长，同时自己也在历练中蜕变。

在陈露的办公室，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的工作道具，小白板上

还写着情绪调节的选项，而在一

个角落还放着直播工具，疫情期

间她就在这里给学生直播或者

录制视频，为学生提供心理辅

导。

当问及工作开展的难度和

成效时，陈露难掩心中的喜悦，滔

滔不绝地说起了两年前的一个案

例。“学校里有个学生由于家庭关

系不好，出现了精神分裂的早期

症状，经过多次的随访跟踪，劝服

学生就医吃药、家长改变家庭氛

围和观念，最终这个学生病好了，

还如愿考了一个很好的高中。”陈

露说，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

很容易让人改变，看着他们改

变，自己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感

觉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反过来，经过多年的历练，这

份工作也给予了她很多感悟，改

变了很多思维方式。例如当她看

到两个学生打架，她不会简单地

划分谁对谁错，而是看到打架背

后的原因，认为每个孩子的行为

都应该被理解，用善良的心去引

导孩子以正确的方式去解决问

题。“这就是价值观问题，善良很

重要，理解也很重要。”她说。

对于未来，陈露说，自己会一

直在这个领域里耕耘，与其说是

给孩子提供帮助，不如说也是自

己在一直修炼，是社工这个职业

让她变得更加美好。再加上桂城

的关爱氛围非常浓厚，是一个来

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在这里感受

到“助人自助”的温情。

陈
露

社工，是指社会工作，以科

学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助

人的服务活动。它旨在帮助社

会上的弱势群体，预防和解决部

分因经济困难或不良生活方式

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同时开展

社区服务，完善社会功能，提高社

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

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

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我国社

会工作不仅包括社会福利、社会

保险和社会服务，还包括移风易

俗等社会改造方面的工作，是一

个全方面服务社会的工作。

社工服务范围包括，提供社

会工作专业咨询、培训、督导、策

划、评估等服务；为普通社区和特

殊社区提供社区发展项目策划

及地区服务；为家庭、妇女、儿童、

青少年、老年人、残障人士、异地

务工者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为

特殊群体、边缘群体提供专业社

会工作服务；通过专业的项目拓

展，面向社会开展活动策划、个案

援助等社会服务项目。

社工和义工有本质上的区

别。社工是受薪人员，而义工则

没有任何工资等报酬，社工有专

业的知识和技术，而义工对此则

并无特殊要求；社工要遵循严格

的专业伦理和价值，而义工也要

遵循社会的伦理和价值，但不如

社工严格和专业；社工需要有从

业资格，而义工则不需要有专业

资格的限制，只要是自愿的助人

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义工；社工是

专指专业社工人员所从事的服

务活动，而义工与志愿者一样，不

受专业限制，包括一系列为了他

人、社会而进行的无偿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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