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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项目组就捐赠 1分钱给“如厕
如家”免费厕纸计划。
近日，
方便空间“智慧景区公
益共享卫改计划” 暨鼓浪屿商家
协会“敬老、爱幼、扶残”爱心公
益项目启动仪式，在厦门市鼓浪
别墅酒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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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联合鼓浪屿爱心商家，向
游客开放厕所，提供免费香氛及
为了响应国家 “厕所革命” 纸巾服务。项目组希望在鼓浪屿
的号召，补齐影响人民群众生活
申遗成功一周年之际，打造景区
品质的短板，同时针对鼓浪屿景
智慧旅游样板工程，成熟后计划
区厕位不够，避免游客如厕尴尬， 再向全省乃至全国推广。同时，
项
“方便空间共享厕所” 卫改计划
目组承诺，今后，市民每领一包纸

环协专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公厕
提供厕纸的纸巾机及共享厕所标
协会副会长，
i
TOI
LET、方便空间
识。
创始人丁建文授予鼓浪屿商家协
h7ijklm7no
会为方便空间 “智慧景区公益共
“如厕如家” 免费厕纸计划
享卫改计划” 联合发起单位。随
自 2015年启动，共有 33所试点
后，嘉宾们将“方便空间”的爱心
学校，遍及厦门、漳州、泉州永春
标识贴在了鼓浪屿地图上。
等地，
惠及学生 4万多人。
同时，鼓浪屿商家协会 “敬
^3_`abcdefg
作为“如厕如家”免费厕纸
老、爱幼、扶残”爱心公益项目正
在中环协、厦门市委文明办、 式启动。厦门诗龙光学有限公司
计划的社会版，方便空间项目组
厦门市旅发委等单位的指导关怀
表示，在共享厕所中，主办方安装
董事长汪茂盛向鼓浪屿商家协会
下，在 10余家联合发起单位的支
了纸巾机，市民只要扫码就可以
捐赠了 100副孝亲眼镜。
持下，方便空间智慧云平台于今
免费使用厕纸。而今后，
市民每领
据了解，
“方便空间”项目启
年 5月 20日在厦门中山路启动
一包纸巾，项目组就捐赠
1分钱
动 4个月以来，项目已落地北京、
上线。如今，
方便空间的覆盖范围
给“如厕如家”免费厕纸计划。这
上海、深圳、西安、福州、重庆、杭
进一步扩大，
“登陆”鼓浪屿。不
州、苏州、临沂、蚌埠、绍兴等 11 些捐赠将用于让更多学校的孩子
久之后，来岛游客和居民在游览
用上免费厕纸。
座城市。目前有 1000多家商家和
琴岛时，只需认准“方便空间 共
如此一来，在众多爱心单位
14家商协会签约，成为爱心商
享厕所”的标识，
就可免费使用商
的帮助下，
“如厕如家”和“方便
家、机构。此次，鼓浪屿商家协会
家共享的厕所。
空间” 项目将持之以恒地坚持下
旗下的商家都将加入了方便空
!.#$.$$6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
“方便
去。
间。项目组将对这些商家的卫生
空间 共享厕所” 项目发起人，中
间进行改造，并安装上扫码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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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路边看到了戴着 “黄手环”
的走失老人，请掏出手机扫一扫
“黄手环”上的三维码，帮忙联系
老人的家人，助老人回家。近日，
在第五届“照护路上 你我同行”
护老者停靠日活动上，现场工作
人员展示了“黄手环”的用处。参
与活动的老人家属积极填表申请
“黄手环”，霞辉老年社会服务中
心社工志愿者也将入户服务宣传
“黄手环”，
让更多老人受益。
9月 21日是世界阿尔兹海默
病日，
今年的主题为记忆 3秒钟。
阿尔 兹海 默 病又 叫做 老 年性 痴
呆，患病老人的记忆有时只能维
持短短的 3秒钟。为了呼吁社会
对“阿尔兹海默病”的关注，加强
家庭照护支持网络建设，由厦门
市湖里区霞辉老年社会服务中心
携手 CFC公益、湖里区老龄办、
榕树伙伴、厦门市 110社会联动
工作办公室等举办的第五届“照
护路上 你我同行”护老者停靠日
活动，
近日在厦门举行。
退休 10多年，喜欢旅游的
74岁的蔡阿伯从未离开过厦门，
因 为 他 96岁 的 老 妈 妈 患 上 了
“阿尔兹海默病”。老妈妈不仅身
体无法动弹，而且记忆力衰退，甚
至难以分辨白天和黑夜。霞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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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社会服务中心社工经常入户关
怀，为其制定了一系列的服务计
划，通过音乐、情感疗法缓解病
情。现在蔡阿伯妈妈的病情逐渐
稳定，蔡阿伯偶尔也能走出家门
了。
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让大
家感受到了护老者的不容易。此
次护老者停靠日活动的举办，希
望加强人们对 “阿尔兹海默病”
的重视，
预防病症的发生，并通过
助老作品义卖、黄手环发放等环
节，
减轻照护家庭的压力，加强家
庭照护支持网络建设。
为了给予护老者更多的支
持，霞辉老年社会服务中心安排
宣讲了“厦门 110黄手环——
—码
上送您回家” 关爱老人公益活

动。该活动是厦门市公安局、
三维
码（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进行的一个公益项目，用来帮
助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和其他疾病
易走失的老人，方便及时联系其
家人。在活动中，市 110社会联
动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
“黄手环”佩戴方便，每个手环上
都印 刷着 一 个独 一无 二 的三 维
码，
里面储存了老人详细的病史。
如果市民在路上见到佩戴这
种手环的老人，确认老人是走失
状态，
就可以扫描三维码，读取老
人的个人信息。界面上会有“紧
急施救”和“联系其家人”的选
项。“黄手环”还可以一键报警，
并导航到附近派出所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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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日，
“粉红力量 2018粉红
公益节”正式启动。来自各个行
业的 100位影响力人物代表作
为行业发起人齐聚厦门，助力粉
红力量公益。
粉红力量公益是一个为推
动全民健康而搭建的互动、互助
与自助的公益平台。经多年发
展，
由厦门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
会指导，
粉红力量公益主办的粉
红公益节已经成为一场推动健
康知识普及、提升全民健康意识
的公益盛事。
据悉，
2018粉红 公益 节 暨
公益嘉年华将于 10月 20日在
观音山梦幻沙滩举行。“益行
100计划” 在启动现场也一并
发 布，
100人 日出 跑 、
100人 功
夫瑜伽、
100人跳绳等系列健康

u

公益活动将陆续开展，让社会公
众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粉红力量公益推出的 “爱
小丫健康包” 女童保护计划是
今年粉红公益节一大亮点，备受
各界公益人士好评。据粉红力量
公益的发起人王东介绍，
“爱小
丫健康包” 是针对边远山区的
女童打造的，健康包中包含卫生
棉、内衣、内裤等女性卫生护理
用品。“今年，我们在龙门山断
裂带进行徒步活动的时候发现，
部分山区的女性连卫生棉都没
听过，
仍在用古老的方式度过经
期，极其缺乏健康卫生常识。”
王东告诉记者，
“因此，我们发
起‘爱小丫健康包’的众筹和发
放，
希望厦门乃至全国的爱心人
士都能加入进来，让更多女童得
到帮助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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