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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作为浙江南大门，与

台湾一衣带水、地缘相近、商缘相

通、民心相融，近年来，县摄影协

会立足实际，加强对台联系，促进

两岸文化交流，取得了预期的效

果，得到了国台办、省、市、县各级

领导的一致肯定。

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化因

交融而多彩。近年来，苍南、台湾

两地摄影家们通过开展摄影展系

列活动，在提高摄影技艺的同时，

还进一步增强两地摄影家在摄影

艺术上的深厚友谊，带动两地摄

影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2015年 12月，台湾中国摄影

学会首次与苍南县摄影协会缔结

友好协（学）会，并开展为期八天

的“两岸情·中国梦”海峡两岸(苍
南)摄影作品交流采风活动。活

动期间不仅有缔结友好协(学)会、

摄影采风，还开展了摄影展览、摄

影讲座等一系列交流等内容。

2018年 10月,县摄影协会与

台湾摄影家交流协会再次共同承

办了“同根 同脉 同视界”2018海

峡两岸（苍南）摄影交流展，活动

内容包括两岸摄影作品交流展、

两岸摄影协会交流结对仪式及苍

南摄影采风等。50多名来自台湾

摄影家交流协会、苍南摄影协会

的摄影家参加活动，共展出了 80
幅来自两地摄影家的优秀作品。

2019 年 3 月，中华一家亲共

画同心圆浙台（苍南）海峡两岸少

数民族摄影图片展在苍举办，本

次摄影图片展总计150幅，其中苍

南县摄影协会 80 幅、台湾中国摄

影学会、台湾摄影家交流协会各

35幅，以作品，用镜头语言传达出

苍南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壮美

山川与生活特色，诠释了“中华一

家亲·共画同心圆”的生动内涵。

风土人情多相似，两地血脉

情不断。2016 年 3 月, 苍南县摄

影协会组织20余摄影人赴台开展

为期八天台湾“宝岛之春”摄影交

流采风活动。 2019年 1月，苍南

县摄影协会与台湾中国摄影学会

开展交流摄影展，苍南组织 30人

的30幅展作品在台湾高雄市文化

中心至高馆展出，全面展示了苍

南的自然风光、城市建设、人文历

史、民俗风情。

2019 年 7 月，苍南县摄影协

会、台湾摄影家交流协会在台北

市中山捷运站艺术走廊联合举

办《苍南·台湾之美》浙台（台湾）

两岸摄影家交流摄影展，展期一

个月，共展出我县摄影协会和台

湾摄影家交流协会 75 人 150 幅

作品。

今年年元月，苍南县摄影

协会有 20 名会员共 20 幅作品

入选 2019 年台湾中国摄影学会

2019 年第 34 届国际摄影展览，

并在中国台湾高雄市文化中心

至高馆展出。

据了解，这些年来县摄影协

会通过开展和参与台湾摄影界之

间的文化活动，一方面在交流中

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共同提高艺

术水平，一方面通过手中的镜头

充分展示苍南风情风貌，为浙江

美丽南大门建设增添新色彩、新

内涵。

（从容）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县摄协持续多年开展对台文化交流

最近，马站商会开展慰问优秀

高考学子活动，来自马站片区“三

镇一乡”（马站镇、沿浦镇、霞关镇、

岱岭乡）乡、镇有关负责人及高考

优秀学子及家属欢聚一堂，并交流

了思想分享了学习经验。

会上，马站商会通报 32位马

站片区 2020年高考优秀学子名

单，并对考入 985、211等重点大

学的优秀学子每人予以 3000元

的奖励，鼓励他们不负家乡人民

的期盼，争取更上一层楼，毕业后

积极回报社会。 （范叔树）

马站商会开展
优秀学子慰问活动

中秋节、国庆节双节来临

之际，为了让苍南县藻溪镇女

子足球队的孩子能更好安心的

学习和生活，欧派衣柜苍南店

老板联合县春芽儿童社会发展

中心开展助学活动，特向春芽

中心足球队中的留守、家里特

困、单亲家庭的孩子提供奖学

金和助学金。

另外，欧派衣柜负责人还邀

请苍南县U12-13女子足球队二

十几位队员到欧派衣柜苍南总店

参观，并赠送每位队员足球装备

大礼包一份。 （春芽）

“春芽”携手爱心
企业开展助学

又到秋风送爽、丹桂飘香的

金秋时节，今年十一、中秋国庆

双节同庆，国泰民安与阖家团

圆，国与家撞了个满怀，在此期

间，我县社会组织纷纷开展扶贫

慰问、敬老爱老、关爱青少年、

保障出行、拥军优属等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为广

大困难家庭及特殊群体提供便

利和帮扶，将实际行动转化成正

能量，为浙江美丽南大门增添一

抹亮色，为双节的到来增添一份

温暖。

双节前夕，钱库商企协会

组织爱心企业家一行前往钱库

镇养老服务中心，慰问组共为

29位老人们送去了月饼与慰问

金，并祝福老人们身体健康，中

秋快乐，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

暖与关怀。

钱库商会开展慰问。

苍南县同城爱心社工服务

中心联合县民政局和一鸣公司

举行了“月是故乡鸣”公益行动，

组织社工和爱心志愿者实地走

访慰问，为 200多位特殊困难对

象送去慰问金与月饼、饮料等慰

问物品。

霞关同德公益组织了十几

名志愿者们来到了外洋村、新林

村、南坪村贫困户家中给老人送

去慰问品与慰问金。在澄海小

学，为 6名特困学生送上月饼和

慰问金。他们还为库下村一户

贫病户郭先生送去了慰问金和

慰问品。

矾山镇大红帽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共慰问4户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家里；走访慰问10户空巢

老人，孤寡老人，困境老人 13户

人家。

松山青年公益服务中心开

展“爱心圆梦”关爱留守儿童金

秋助学及中秋慰问活动。先

后走访桥墩镇黄坛社区、五凤

社区、水沟村等地，为贫困家

庭子女送去助学金和中秋慰

问品，让他们度过一个温馨、快

乐的节日。

双节期间，苍南爱友社工走

访看望了苍一中结对学生以及

天爱特殊培训中心的儿童们，慰

问莘莘学子，给儿童们送去玩

具、陪他们做游戏，让孩子们充

份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

爱友社工与孩子们一起游

戏一起过节。

为让藻溪周边村居和挺南

山区贫困户过上一个快乐祥和

的中秋节，藻溪壹加壹公益服务

站开展“关怀暖人心，情暖中秋

节”活动，志愿者们冒雨走进挺

南山区，为25户老人和学生送去

月饼，送上节日的祝福，并给他

们准备了大米、方便面、虾米等

生活用品，同时为他们提供免费

理发服务。

志愿者们提供公益理发服务。

金乡商企协会党支部开展

中秋节走访慰问老党员活动，为

他们捎去节日的问候，送上慰问

品和慰问金，将协会的关怀和温

暖送到老党员心上，希望老党员

们能够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

秋节。

县华山公益服务中心前往

桥墩镇碗窑村开展“健康扶贫”

情满“中秋、“国庆”活动，组织志

愿者、义工一行 28位，在碗窑博

物馆为该村 36位高龄老人开展

义诊、理发、理疗，并送去慰问

品。志愿者还深入山区，为五户

高龄特困、病困孤寡老人送去了

中秋月饼、空调被、芦荟面条等

生活用品和慈善爱心红包。

在中秋佳节期间，矾山商会

一行来到矾山中心敬老院慰问

孤寡老人,送上月饼等慰问品。

据了解，矾山商会毎年中秋、春

节两次慰问从不间断。

苍南爱友社工志愿者和社

工走进南龙村康乐托老院，走进

翔凤、浦亭社区慰问孤寡老人为

他们打扫卫生，开展公益理发。

同德公益组织了 20多名志

愿者，来到了钱库镇西堡敬老

院，志愿者们为老人们理发、剪

指甲、发放月饼和饮料等。随

后，志愿者们来到了黄车堡村慰

问（原敬老院的院长家里），为原

黄院长送上了慰问金中秋国庆

双节的慰问品，致敬曾经为老服

务而做出贡献的老人。

壹加壹霞关救援中队通过

对内筹款形式开展慰问活动，志

愿者们来到沿浦镇养老服务中

心，为二十多名老人送上月饼，

带去节日的祝福。

10月1日至8日，苍南县群鹰

应急救援中心、桥墩中队、灵江中

队、矾山中队、霞关中队组织 50
名队员分别在苍南县动车站、矾

山镇（灯光节）、碗窑景区境内测

量体温、指挥交通、疏散车辆、定

点停车……针对“双节”期间车辆

集中出行的情况，群鹰救援队实

行无间断巡逻，加强车辆引导，为

市民出行提供贴心服务。

救援队员为双节保驾护航。

双节同庆，又值2020年中国

（苍南）第二届桥墩月饼文化旅游

节在桥墩镇廊桥隆重开幕，苍南县

雄鹰应急救援中心为此次文化旅

游节保驾护航，全力做好安全保卫

工作，共出勤55人次。当天下午5
点30分，苍南雄鹰应急救援中心

安排25名队员从中心幼儿园沿路

护送中心幼儿园的学生和家长到

廊边参加“百家同祭”仪式。

在中秋佳节前夕，为进一步

弘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苍

南县慈航救援服务中心组织二

十多名爱心志愿者前往桥墩、莒

溪、南宋、岱岭、沿浦、霞关、赤溪

七个乡镇做为期两天的新兵家

属慰问活动，每到一站，都送去

祝福及中秋月饼等慰问物资。

（促进会）

我县社会组织开展双节活动有特色

聚焦特困群体

关爱青少年

开展为老服务

保障安全出行

开展拥军优属

举办海峡两岸摄影展

开展赴台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