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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1专题

近日，由全国妇联指导，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肯德基中
国主办的“小书迷王国 2017 年
儿童书单发布会”在京启动。 全
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副理事长
赵东花，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秘书长朱锡生， 百胜中国肯德
基总经理黄进栓出席发布仪
式。

在仪式现场，赵东花、朱锡
生、黄进栓、北京肯德基有限公
司总经理赵莉及众多儿童阅读
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发布“小
书迷王国书单”， 并同期发布
《小书迷王国儿童阅读指导报
告》，帮助千千万万家庭亲子读
好书，选好书。 此外，还为留守
儿童“小候鸟”代表赠书，鼓励
孩子通过阅读拓展视野。

朱锡生从为什么要读书
和当前社会的阅读现状两个
方面，探讨了阅读对家庭和社
会发展的重要性。 他表示，作
为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公益
基金会，中国儿基会始终把推
进儿童教育、儿童发展作为重
要使命，继 2016 年开展了“中
国亲子教育现状调查”， 发起

“小候鸟专项基金” 留守流动
儿童读书项目、“阅读，让彼此

更近” 等亲子读书项目，2017
年还将通过拍摄亲子阅读公
益电影及公益广告，举办全国
家庭亲子阅读大会， 读万卷
书、 行万里路专场活动等，推
动家长和孩子一起走进阅读
的世界，让孩子在亲子阅读中
收获知识、 亲情和安全感；也
期待全社会更加关注家庭教
育，认识“亲子阅读”的重要性
并主动践行。

黄进栓表示， 肯德基中国
成立 30 年来， 一直致力于为孩
子们带来丰富多彩的快乐体
验， 也希望通过阅读将快乐延
伸到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推出
的“小书迷书单”和《小书迷王
国儿童阅读指导报告》 就是联
合各界精心为孩子们送上的优
质精神大餐， 精心为孩子们推
荐了 78 套童书，希望以此让千
千万万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从
优质图书中汲取知识的能量。
未来五年， 肯德基将送出 1 亿
册优质童书， 帮助更多孩子
在阅读中收获成长、享受快乐、
分享关爱。

此次活动，“小书迷王国”
特别邀请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
长王志庚，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王渝生，著名画家、丰子恺儿童

图画书首奖获得者朱成梁，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方素珍等儿童
阅读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以及
长期耕耘在儿童阅读一线的阅
读推广人，作为儿童阅读顾问。

“小书迷王国 2017 儿童阅
读书单”正式发布后，肯德基将
利用遍布全国餐厅网络， 推出
餐厅亲子阅读角， 并定期组织
免费的店内故事会。 同时，将录
制一批优质有声书， 通过肯德
基手机 APP 和微信订阅号、微
博公众号， 面向社会公众推广
亲子阅读。

据了解， 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与肯德基于 2016 年合作成
立的“小候鸟基金”致力于以阅
读、艺术、体育等多种形式为留
守儿童“小候鸟”提供帮助和关
爱。 在发布会上，双方共同宣布
在接下来一年里将为包括“儿
童快乐家园” 在内的全国 1000
个小候鸟图书角捐赠 10 万册图
书，含书单推荐书籍，计划通过
乡村学校广播网络将优秀有声
图书带给更多乡村孩子， 在肯
德基餐厅安排“小候鸟”故事会
专场， 让更多的困境儿童通过
阅读获得情感慰藉， 看到更大
的世界。

（徐辉）

2017 年 4 月 20 日上午，“光
明事业·功在千秋”———“美好视
界·光明行” 启动仪式暨永康科
技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 本次活
动由国家青少年近视防控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学生营
养与健康促进会、辽宁省学生营
养与健康协会、辽宁永康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来自国内
相关行业的领导、专家、学者以
及学生与家长代表、新闻媒体记
者等共计 200 多人应邀出席活
动。

眼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
组成部分，面对日渐严峻的近视
低龄化、低龄高度化、发展高速
化的“三化”问题，绝非“多戴一
副近视眼镜”这么简单，近视的
发生与危害都是不可逆的。 随着
近视的低龄化带来的病程延长，
人群中近视程度的分布会日益
向高度近视演变，进而产生各类
眼底病变，造成严重的永久性视

功能损害，严重影响我国未来人
口素质和生命质量。 而且，《“十
三五” 全国眼健康规划（2016-
2020 年）》 也将青少年视觉健康
问题列入重点项目。 本次“光明
事业·功在千秋”———“美好视
界·光明行” 启动仪式暨永康科
技成果新品发布会的召开，旨在
进一步倡导社会各界共同关注
和保护青少年视力健康，贯彻以
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升整体
国民眼健康水平，保障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质量。

活动现场，辽宁永康集团向
近视青少年无偿捐赠价值上亿
元的防近专利产品，用以帮助近
视青少年降低近视度数甚至摘
掉眼镜，同时永康集团还向全国
各省市公益慈善机构进行了防
近专利产品捐赠。 此外，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刘永
宏向参会嘉宾媒体详细介绍了
永康智能降度镜。 （张慧婧）

2016 年 7 月， 水滴筹的前
身———水滴爱心筹正式上线，19
岁的白血病少年曾建（化名）成
为了这个网络免费大病筹款平
台的第一位筹款用户。

2017 年 3 月，清华大学本科
三年级的盛夏（化名），因身患恶
性软骨肉瘤在水滴筹发起个人
救助筹款，筹款信息传遍了清华
人的朋友圈，盛夏的同学、老师、
老乡纷纷向她伸出援手，1 个多
小时的时间，60 万元治病款全部
筹齐。

不到 1 年的时间，水滴筹成
长为全国最大的网络免费个人
大病救助平台，帮助 3 万多名大
病患者免费筹得了几亿元治疗
费用， 收到几千万人的爱心捐
助， 水滴筹获得了由民政部指
导、《公益时报》社编制的第十四
届（2017）中国慈善榜“年度十大
慈善项目”可谓是实至名归。 这
个奖项的获得，体现了中国慈善
榜的权威评委们对水滴筹在推
动社会公益救助领域发展上所
做出贡献的充分肯定，这也是国
内公正权威机构首次对熟人社

交筹款平台为个人救助、社会公
益救助发展带来的积极推动与
影响的认可。 此前，水滴筹 CEO
沈鹏凭借他所创建的水滴筹和
水滴互助两个项目在公益领域
的贡献，获评《福布斯》杂志的

“2017 年亚洲 30 位 30 岁以下青
年才俊”称号。

谈到创立水滴筹的初衷，创
始人沈鹏直言：“在创建水滴筹
之前， 我看到了一个社会现象，
虽然中国的医疗水平越来越高，
但是因为费用问题很多老百姓
是治不起病的。 如果有方法让真
正紧缺医疗资金的人们可以更
高效地获得治病钱，这会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中国有很
多公益组织非常关注罕见病患
者等小概率群体，但其实得了癌
症等大病因病致贫的常规老百
姓也很需要支持和救助，而这个
群体更庞大。”于是 2016 年 4 月，
沈鹏离职创业，先后创立了水滴
互助、水滴筹项目。

水滴互助不是保险，是一个
通过用户小额预付费实现互帮
互助的互助社群，为用户提供低

门槛、高性价比、具有普惠性的
医疗资金保障。 在互助社群中，
一人患病、众人均摊，最高可申
请高达 30 万元的互助保障金。
水滴互助成立 11 个月， 已为 18
个会员互助了约 200 万元人民
币的互助金。 水滴筹的业务模式
和水滴互助相互补，更侧重于事
后救助，是为部分缺乏医疗资金
的大病患者提供免费的人求助
信息发布平台。 水滴筹上线不到
1 年的时间， 已帮助超过 3 万名
大病患者筹集了几亿元治疗费
用，上千万用户参与捐款。 目前，
水滴筹仍在以每月超 30%的增
速快速发展。

水滴筹对于社会公益救助
的推动体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首先，水滴筹利用移动互联
网搭建起的熟人社交筹款平台，
让“指尖公益”、“随手行善”变得
切实可行。 人们在微信朋友圈、
好友群里可以直接接触到需要
帮助的朋友发布的求助信息，并
进行赠予帮助。 从发起到收款的
求助全过程，都可以便捷地通过
手机微信上搜索相应公众号来
完成，极大地降低了底层民众发
起筹款的门槛。 所以这类平台不
乏来自农村的筹款用户，而这一
点对于基层扶贫帮扶无疑是一
种巨大的突破，调动起了底层民
众的自救能力。

其次，水滴筹组建了几百人
的筹款咨询顾问和筹款审核志
愿者团队，让所有用户可以享受
到 1 对 1 的全程辅导服务。 对于

很多人来说，筹款过程中的很多
环节都是陌生的， 如何验证资
料、如何传播、如何向爱心人士
反馈都是棘手的事情。 通过辅
导，可以最大限度帮助有需要的
人顺利完成求助。 除了不断完善
自身审核流程和筹款者指导，水
滴筹也在积极跟医院等相关部
门对接，力争通过更高效的手段
核验筹款人所提供材料证明的
真实性与可靠性。

再次，水滴筹让公益成为一
个完整的链条，对大病患者的帮
助不止于帮助筹集治疗费用。 针
对医疗各环节，水滴筹发起并组
建了“大病患者公益联盟”，联合
“51 奇迹网”、“如医”、“名医主
刀” 等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共同为大病患者提供就医、问诊
等方面尽可能多的帮助。 同时，
水滴筹还组织开展了很多公益

慈善活动：与湖南雅医合作进行
白血病儿童的探访活动；与重庆
理工大学的志愿者同学合作开
展光头快闪活动，号召大众多关
心白血病儿童群体；制作温暖包
免费发放给广大白血病儿童及
家长；与全国 100 多所高校联合
发起绿植活动，通过这些公益活
动，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大病
患者，集水滴的力量汇成爱心的
海洋。

网络个人救助筹款平台作
为“大慈善”概念下的一种有益
形态，正在缩短普通人从困难到
得到帮助间的距离。 通过营造全
社会的公益氛围，让大病患者们
更好地接触社会上的爱心，集社
会的力量帮助每个微弱的个体，
让公益之光切切实实来到每一
个普通人的身边。 （张明敏）

保护青少年视力健康
“美好视界·光明行”在京启动

中国儿基会携手肯德基推广儿童阅读

水滴筹：熟人社交筹款让公益之光照进基层

水滴筹获中国慈善榜“十大慈善项目”

水滴筹公益救助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