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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推动者”应吟吟：问题少年的心灵港湾

2015 年 1 月 15 日， 由中国
慈善联合会主办的“慈善的力
量·2014 中国慈善年会” 在京举
办。 年会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新奥公益慈善基金会担任轮
值主席单位，由中民慈善捐助信
息中心承办。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陈昌智，第十一届全国

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民政部副部
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窦玉沛，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副主席乔卫等出席年会
并致辞。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
长、 阳光文化基金会创始人、理
事长杨澜担任主持。

年会首先在序篇中回顾了
2014 年慈善行业的整体成就，随

后分别用四个篇章展示了 23 名
“年度中国慈善推动者”的风采。
“年度中国慈善推动者” 是指在
过去一年内，在慈善事业的社会
治理、专业服务、行业发展、捐赠
引导等方面，创新性地解决了社
会问题、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慈善
事业进步的个人、团队和机构。

据了解， 为保证评选的公正

性和公平性， 中国慈善联合会秘
书处组建了由郑功成、徐永光、丁
元竹、师曾志、谭玉平等专家学者
和媒体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
经过严格的评审流程， 采用投票
的方式最终确定了 23位获奖者。

年会共分为四个篇章，分别
为“善之心”、“善之行”、“善之
合”、“善之治”。“善之心”，主要

反映中国的捐赠者如何通过创
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和行业
难题。“善之行”，主要表彰在年
度慈善服务方面的开拓者。“善
之合”， 主要介绍在推动年度慈
善行业发展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不懈探索者。“善之治”，主要展
示在年度慈善政策和制度方面
的积极创新。 （徐辉）

2014 中国慈善年会举办
23人荣获“年度中国慈善推动者”

1 月 15 日，北京联益慈善基
金会和依视路集团 2.5 新视代的

“联益·依视路集团 2.5 新视代”
合作发布会在京举行。 该项目将
以慈善企业的模式进行，逐步为
老年群体和贫困群体中视力需
矫正的人群进行视力筛查并提
供质优价廉的眼镜，以改善其生
活质量。 依视路集团 2.5 新视代
全球总裁及中国区负责人、北京
联益慈善基金会负责人、首都公
益慈善联合会领导、中国社会企
业与社会投资联盟机构、北京沈
阳企业商会领导、社会企业投资
家等出席了此次活动。

眼睛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之一，但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现
在全球大约有 25 亿居民因无法
获得视力矫正而患有视力障碍。
中国大约有 3-4 亿人需要却无
法获得视力矫正服务。 视力障碍
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 对经
济、教育和公共保障等方面都有
影响。 如果人们的视力能够得到
矫正， 就能拥有更多的谋生途
径，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更自
如地从事日常工作。

该项目通过慈善企业模式
进行合作，由北京联益慈善基金
会实施， 依视路集团 2.5 新视代
提供技术支持，将从爱眼大使的
招募和培训、社区动员、为贫困

群体视力筛查并提供眼镜等方
面展开。 项目第一批试点合作地
区是北京市及河北省，逐步为老
年群体和贫困群体视力需矫正
人群视力筛查，并提供质优价廉
的眼镜。 2015 年，“联益·依视路
集团 2.5 新视代” 项目受益目标
超过 100000 人。

近年来，慈善企业模式逐渐
被大家认同。 2014 年，联益基金
会与中国国内十几家机构共同
发起成立了社会企业联盟，并担
任海外交流等主要工作。 在国际
上，人们对慈善企业模式已经充
分认同，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
果。 借助市场的力量，慈善企业

将为公益慈善事业注入活力，成
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又一个有效
路径。

依视路集团起源于 1849 年
法国巴黎，是全球最大的眼镜镜
片生产商，迄今已有 160 多年的
历史，依视路专注于眼用光学领
域，镜片完全融合人类视觉和光
学科技。 2.5 新视代作为法国依
视路集团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
2012 年， 致力于开发创新性、可
持续发展模式， 通过与政府/非
政府组织、公益基金会、医院、基
层社区等合作伙伴，帮助老百姓
进行视力矫正， 提高生活质量，
并以此唤起和提高人们对视力

健康及其引起的疾病与社会问
题的关注和了解。 在中国的各个
城市中传播爱眼护眼的知识、宣
传眼镜对视力矫正的作用、让更
多的人尤其是需要帮助的人群
能开始关注呵护自己的眼睛。

长期以来， 北京联益慈善
基金会关注健康教育、扶贫、环
保、救灾等诸多领域，成功开展
了多个项目。 特别是在健康教
育方面， 针对西部贫困地区儿
童的联益·健康梦想基金，拥有
丰富经验， 已探索出完善的健
康教育模式， 将会为项目实施
提供较大帮助。

（张雪弢）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发布“联益·依视路集团 2.5新视代”项目

在社区进行问题少年矫正
工作的带头人，苍南县壹次心未
成年人帮扶中心理事长应吟吟，
作为 “2014 年度中国慈善推动
者” 的年度服务创新推动者，出
现在“善之行”篇章。

“每个灵魂都值得被原谅 ，
每个无心之过都可以被宽恕，她
是问题少年的心灵港湾。 ”这是
应吟吟的颁奖词。 2014 年，应吟
吟为 30 多名未成年人服刑人员
争取缓刑机会，并提供专业帮扶
和心理辅导，拽回一个个徘徊在
悬崖边上的骄傲孤独的年轻灵
魂，还给他们爱的权利。

“希望有一天， 在我们的共
同努力之下，天下无犯罪人员。 ”
着一件粉色大衣的应吟吟站在
舞台的中央，语气淡定又坚决地
说出了她的希望。

帮别人也是在帮儿子

2013 年 4 月，应吟吟辞去
了“在当地非常出名的集团公司
担任中层管理人员” 的工作，作
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苍南县壹
次心未成年人帮扶中心，启动未
成年人帮扶项目，重点关注问题
未成年人和问题家庭，希望可以
通过自己掌握的法律和心理知
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为什么一定要关注这个群
体？ “因为我是一个 10 岁儿子的
母亲。 ”应吟吟告诉《公益时报》
记者，看到了太多的校园暴力发
生在周围， 这样的一个环境，让

她对儿子的成长有了危机感 。
“我相信， 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别
人，也就是在帮自己的儿子。 ”在
应吟吟看来，给未成年人普及法
律知识，组织未成年人参与社会
生活，很有必要。

“上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
子，我们也不会。 一次用心的付
出，换回迷途的人生。 这是壹次
心的宗旨。 ”应吟吟说。

壹次心的服务形式大致分
为思想道德宣教、 心理干预、职
业规划与活动安排。 应吟吟团队
和司法局合作，让接受社区矫正
的未成年人以义工形式加入到
活动中 ，对在服刑青少年 、在服
刑人员子女、社会流浪未成年人
进行帮扶和心理矫治工作，同时
组建一支由 8 名教育硕士组成
的心理咨询师队伍。

应吟吟告诉未成年犯罪的
孩子们 ：误入歧途 ，仅仅是你人
生路上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只要
你把它作为训诫， 振作起来，彻
底与过去告别 ， 做好今后的自
己 ，那么 ，你依然能够拥有一段
闪亮的人生。 因为你敞开心扉愿
意接纳世界的那一刻起，其实世
界也将对你露出微笑。

问题少年没问题

“未成年人大都比较单纯 ，
其犯罪具有突发性。 所谓的‘问
题少年 ’， 心理上没有任何问
题。 ”应吟吟说，“很多时候，他们
只是面对家长和学校转嫁于其

身的理想与要求， 不知
所措罢了， 其实他们是
比较容易能够被感化的
一个群体。 ”

爸爸妈妈离婚 ，从
小跟着爷爷长大的问题
少年小磊便是如此。

被带到了应吟吟的
面前的小磊一脸叛逆 ，
拒绝了她伸出的援助之
手：爸爸妈妈不管我，你
凭什么管我。 我就是一
滩烂泥。

应吟吟对小磊打出
了亲情牌： 你可以放弃
你自己， 但是你爷爷怎
么办？经过不懈的努力，
爷爷的亲情重新滋润了
小磊冰封的心， 小磊迷
途知返，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发型
设计师。

根据这一案例还改编完成
了全国首部社区矫正微电影《爱
在壹次心》。

“特别有成就感 ， 我只是一
个普通的市民，但是通过我的努
力，能够改变年轻人的一生。 ”这
是应吟吟一直能够在帮扶未成
年人领域持续前行的重要动力。

梦想还是要有

虽然机构发展的非常顺利 ，
但是应吟吟仍然感到 “委屈 ”。
“苍南龙港是个农民城， 居民的
素质不是很高，对于公益组织并
不是很认同 ，当然 ，随着壹次心

的努力，居民也正在慢慢接受我
们的工作。 ”应吟吟说。 而另外一
个闹心的事情 ， 便是经费的问
题。

“我的积蓄会用完 ， 一直自
掏腰包，志愿者会难以坚持。 团
队建设也需要投入。 ”应吟吟说。
鉴于帮扶对象的特殊性，许多企
业拒绝资助。 此外，未成年人帮
扶尚属创新项目 ， 在和政府合
作 ， 申请使用政府的专项资金
时，需要协商才能推动财政的支
持，“但是会有一个时间差。 ”

“在未来 ， 我希望可以通过
自己的力量影响更多的人加入
我们的未成年人关爱项目，聚沙
成塔。 这样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
近了，资金的问题相信慢慢也会

解决的。 ”应吟吟很乐观。 具体来
说，她希望能够结合自身人力资
源管理师的优势， 对帮扶对象，
做更细化的引导和帮教，让他们
更加自信，顺利再社会化。

“同时我也希望能通过自己
的努力，督促相关部门加快政府
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步伐，推动
当地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 ”应
吟吟说，他们的坚持也慢慢得到
了各部门的认可， 省司法厅、省
民政厅、市、县、镇相关领导开始
关注他们并给予业务指导，同时
在各个场合帮助推广。

“梦想还是要有的 ， 万一实
现了呢？ 坚持吧，总会有飞起来
的一天。 ”应吟吟在微信里写到。

（徐辉）

2014 年度服务创新推动者合影(右一为应吟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