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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是一个立

足陕西农村，服务社会弱势群

体的机构，成立于2002年6月。

在西安教区前主教李笃安支持和推动下，服

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西安教区现任主教

为党明彦，党主教重视且推动服务贫困人群

的工作。

立足陕西农村，服务穷人
机构的使命为：秉承天主教服务社会的传

统，谦和仁爱服务穷人，改善贫困人群的生

存、生活条件，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

中心的服务主要包括：引水、修路等基础

设施改善以带动社区发展的综合项目，与修

女诊所合作推进的社区健康促进项目，以助

学、支教、改善教育环境为主的农村教育项

目，可持续农业与环保项目，孤、残儿童和

老人服务项目，紧急援助等。中心亦支持和

协助教会团体开展各类服务。

陈瑞雪神父为中心主任，有12名员工。

我们秉承天主教会服务人群的传统，回应基

督“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训诲，自2000

年以来，在陕西省修建校舍70余所，受益师

生达万余人；在140个村子开展了饮水项目

工程，受益人群达八万余人；资助贫困的中

小学生9000人次；在40个社区开展健康宣传

义诊活动；培训农村诊所医务修女70名20余

次；为200余名大学生开展大学生志愿者培

训班；在农村社区开展可持续农业环保项目

等。

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心开启赈灾服

务，先后在四川、甘肃、陕南地震灾区开展

支教与援建房屋；2010年4.14玉树地震后，

在玉树成立了“玉树明爱服务站”，提供

物资援助8次，母婴援助服务，开办启蒙乐

园，服务灾区3-8岁的小朋友达80人。目前

这些服务仍在持续进行中。

他们的希望，我们的服务...
农村社区综合发展：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及教育环境

在陕西贫困地区140余个村庄实施修水

窖、打井的人畜饮水项目，超过八万人受

益。

在陕西贫困的村庄实施修桥、修路、通

电等项目，有一万两千从中受益。陕西省近

60所小学改善教育环境，服务内容涉及修建

及维修教室及老师宿舍、修建厕所、校园围

墙、提供教学设备电脑、电视机、电子琴、

图书，桌椅及康体设施，这些资助有效的解

决了贫困农村小学面临的基础性问题。

农村社区健康援助

中心从2005年开始至今，每年在陕西

省10个社区开展健康宣传及义诊活动，

每个社区健康宣传及义诊为其一周，我

们称其为“健康周”，每次健康周活动

都有数名医务修女及数名大学生志愿者

参加。该活动邀请各方合作，社区诊所

的医务修女、社区的本堂神父及骨干教

友（他们推进项目的执行）、志愿者，

中心为其安排不同类型的训练，使大家

在社区服务中，运用所长，通力合作，

从我们的服务态度和方式中，体现教会

服务穷人的理念和价值。

除此以外，中心与陕西县级医院合

作，每年开展两期白内障复明项目，每

期为80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

农村堂区迷你图书室

2006年开始，中心每年支持陕西省

20个堂区开办迷你图书室，所购置的图

书有教会书籍、历史、地理、文化、中

小学生课外读物、农业种植、医疗保健

等，这些图书，丰富了堂区人们的文化

生活。至此，中心已经支持了陕西120

个堂区开办迷你图书室，并在未来陕西

所有堂区推广。

紧急援救：

四一四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心在玉

树州结古镇成立玉树明爱服务站，主要

开展物资援助、修女医疗救助与心理辅

导、母婴奶粉营养援助、启蒙乐园、孤

儿救助、大学生支教服务。现工作站有

工作员和志愿者共7名，目前这些工作

仍在持续进行中。

紧急援助的部分亦惠及陕西农村一些

遭受重大变故的贫困家庭救助。

贫困助学：

贫困助学远在中心成立之前就在西安

教区启动，当时陕南山区有许多儿童由

于家庭贫困导致辍学，本堂神父就资助

这些学生。2002年后，中心开始将贫困

助学作为一项长期的服务，共资助大中

小学生9000人次。目前该服务主要组织

大学生志愿者前往贫困村子走访及发放

助学金。经由直接接触每一个家庭和孩

子，传递爱心。

志愿者训练与活动：

中心也关注大学生志愿者，每年组织

两次40人的大学生志愿者培训，我们期

望青年人在现代社会理解教会的社会服

务并明白自身为社会所负的责任。

中心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前往农村小学开展

支教活动，图书推广活动、健康宣传、贫困

家庭走访、玉树灾区支教活动，每年约70余

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

2010年暑期，中心甄选20位大学生志愿者

前往和玉树牧区的四个小学支教，该活动受

到当地师生的肯定和欢迎。为回应牧区的需

要，今年亦选派18位志愿者在此支教。

支持教会团体开展社会服务：

天主教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除了开展

以上的服务外，亦支持和协助教会团体开展

的各项服务，帮助这些机构开展能力建设活

动，连接资源，共同拓展教会的爱德工作。

陕西教会团体目前的服务有：

西安博爱园，主要服务西安市区的3-15

岁自闭症儿童，由圣母会修女负责管理及教

学，目前有学员35名。2008年开始服务脑瘫

儿童。

陕西扶风心悦启智中心，陕西省唯一一

所地处农村服务农村智障儿童的机构，由耶

稣圣心会修女管理，服务3-16岁智障儿童，

目前有学员30名。

商洛仁爱园，主要服务麻风病子女及贫

困家庭的孩子，帮助其教育及生活。

红枫林之家，关怀艾滋病感染者，由耶

稣圣心会修女提供感染者家庭护理培训、生

产自救等支持性帮助。自2007年开始服务戒

毒所的艾滋病感染者，为其开展心理辅导及

互助小组活动。

除了以上机构外，天主教西安教区社会

服务中心积极支持和帮助了位于凤翔县的若

瑟之家孤儿院，该孤儿院在80年代由耶稣圣

心会修女成立，服务人员均为耶稣圣心会修

女。

愿成为“仁慈的撒玛利亚人”中心
中心亦注重员工的专业进深，为员工提供

专业的训练，促进员工个人及专业的发展。

为使员工的信仰与社会服务整合，中心也的

每年为全体员工安排退省。也诚恳邀请有灵

修和服务经验的合作伙伴为我们开展培训。

我们相信天主赐予的每个人的潜能，相

信每个人的独特性及可以改变和发展。我们

更相信天主赋予我们的神恩，践行仁爱的工

作，用生命影响生命。我们感谢合作伙伴的

支持，并在圣神的引导下，做一个真正的“

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中心。

g 文/ 王婷
cssshaanxi@yahoo.com.cn

天主教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
http://www.caritasxian.org 

我们的愿景：在基督的

感召下，尊重每一个生

命，丰盛每一颗心灵。

我们的使命：秉承天主教服务社会的传统，以谦

和仁爱的心服务穷人，合理改善贫困人群的生

存、生活条件，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以促进中

国西部社会和谐发展。

(西安教区党主教及中心同工)

(贫困助学)

(贫困社区饮水)(启蒙乐园)

(农村妇女培训与能力建设)

(农村健康宣传与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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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1:在大学里，每年的五四青年

节，我们都会去麋鹿村看望住在那里

的小朋友。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儿童，

他们的经历也是很特殊的。他们的父

母几乎是罪犯，父母入狱后没人看

管便来到了这里。他们不喜欢和人交

流，很是孤僻，他们穿的衣服用的东

西，全是社会上好心人送来的，他们

是真正需要关心的一个群体，希望更

多好心人能来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

到大家的爱。

志愿者2:人需要快乐，快乐的来源

多种多样，但奉献的快乐却是其他快

乐不能比的。当我看到那个小村庄的

那么多人没有钱去看病，他们平时有

病就扛着的时候，我的心是酸的，我

用我们自己方式为他们服务，当看到

他们那样高兴，我的心有说不出的激

动和欣慰！！志愿服务就是一种生活

态度，选择做志愿者就是一种生活方

式。“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在奉

献的同时，收获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

受助学生1：我觉得

没有比一句：“谢

谢”更有分量了！

请允许我再深深地向你们鞠躬，感谢你

们的大力支持，我最感动的莫过于在我

最困难的时候你们给我扶持!我会努力

学习，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也一定不

会让你们的投资偏了方向，相信我，这

个舵我一定会掌握好，以便将来秉承你

们的慈善事业，一代代永远传承。

受助学生2：我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一

直对我们学习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你们

我是不可能顺利完成学业的，是你们教

会了我要乐于奉献，告诉了我什么是真

善美，让我知道了当我奉献时我也同样

会收获更多的愉悦与满足。在以后的生

活中，我永远也不会放弃学习，我会努

力的充实自己，用知识武装自己，永远

跟上时代的脚步，不管走到哪里，心怀

一颗感恩的心，去奉献。世界上最大的

自私就是无私，因为无私可以让我们得

到被人都得不到的快乐！

8资料来源/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儿童，他们的经
历也是很特殊的 ...  他们是真正需要关心的
一个群体 ...“

慈
善服务乃是我们彰显信仰生

活的重要部分，上海教区在

刚恢复阶段，从主教、神父

到教友都努力实行着主的训导——帮助

有需要的兄弟姐妹。但个人的力量是非

常有限的，而且因都不是专职而使信息

得不到很好的传递，真正有需要的人得

不到关注，项目的实施得不到跟踪和监

督等等。

以徐光启为名
鉴于以上种种不足，上海教区在金鲁

贤主教的倡议下于2005年5月成立光启社

会服务中心筹备组，以科学先驱、上海

天主教的奠基人徐光启的名字命名，并

奉徐光启及其孙女许甘第大（杰出的热

心教友）为服务中心主保。旨在弘扬光

启精神，服务社会、传递主爱。

光启社会服务中心筹备组自成立以

来，仰赖中心主保徐光启、许甘第大的

转祷、护佑，和主内弟兄姊妹的支持和

鼓励，并有教区作为后盾，几年来我们

实实在在的做了一系列的服务项目，许

多真正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得到了资助，

缓解和减轻了他们的困境。

光启社会服务中心有四个主要项目：

一、助学；二、敬老；三、外来务工；

四、医疗。除了以上项目，我们把有关

赠送宗教书籍、紧急救灾和一些特殊项

目都归入其它类，其它类的项目都以项

目的特殊性作个案处理。

g助学项目分为三大类： 

学生助学金：自2005年5月，光启社会服

务中心筹备组成立以来，我们已赞助过

近千人次，有来自上海、陕西、山西、

安徽、黑龙江、山东、河北、贵州、重

庆、甘肃和辽宁等地，其中有大学生、

高中生、技校生、初中生和小学生各个

阶段的。但从去年开始我们把助学金的

发放只针对大学生、高中生和技校生，

因为初中生和小学生属国家9年义务教育

范围。通过此项目，很多面临缀学的学

生得以继续完成学业。

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很多学生

完成学业后走上了工作岗位，改善了他

们的生活境况，甚至是改善了全家人的

生活境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

们接到一位我们曾经帮助过的学生的电

话，告诉我们说他毕业了，并当上了村

官，他愿意通过我们来资助一位学生。

资助希望小学和幼儿园：我们每年会资

助一到二所希望小学或幼儿园，有通过

当地教会机构或政府部门做桥梁，为边

缘地区的学校在校舍或设施方面得到改

善而给予资助，使“祖国的花朵”能在

较好的环境中得到培育。我们曾在安

徽、福建、贵州、陕西、山东、甘肃、

重庆、河南、河北等地资助过13所小学

和幼儿园。

资助教会孤儿院和残障人群：在陕西、

山西、甘肃、重庆万州和天津等地，我

们给予部分设施资助、生活费补助和特

教资助等。对于这特殊人群，我们希望

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他们的技能不

被埋没，尊严得到同等的尊重。

g敬老项目分为五大类：
探访本教区80岁以上老人：我们与教区

本堂神父合作，有堂区教友和光启服务

中心的神父或修女、义工们一起作拉网

式探访，带去教区老主教的关怀和些微

的慰问品，虽然因老人的数目太多，我

们的时间有限而不能给每位老人太多的

时间，但每次都有感人的故事发生，老

人们看到我们就如看到自己的亲人，拿

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拉着的手不愿松

开。通过我们的探访，老人们感受到被

爱，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支柱，也唤起

更多的人共同孝爱、尊敬老人。看到老

人们的笑脸，使每一次的探访和每一位

探访人员都感到虽然辛苦，但我们得到

的更多。

补助孤寡和特困老人：在拉网式探访

中，我们发现有困难的老人和对于一些

外省市的贫困老人们，通过神父、修女

或教友的推荐，我们给予部分生活费用

的补助，使他们能得到些许的改善。除

上海本地外，还有来自陕西、甘肃、安

徽、黑龙江、山西等地。

敬老院的设施资助：鉴于社会老龄化严

重，教会内许多教区都努力在服务老人

方面积极面对，陆续开办敬老院，我们

对于有些教区缺乏开办资金的给予部分

设施的资助，使这敬老服务能得到更好

的发展。

探望病人和老人：对于一些老年病人和

孤寡老人，我们作不定期的探望。

上海教区光启社会服务中心四个主要项目：助学、敬老、外来务工、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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