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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明艺术楼在母校启用

黄晓明身体力行呼吁关注空巢老人
� � 2017年 12月 16日下午，“黄
晓明让爱回家·MING 心陪伴空
巢老人” 主题公益活动以及黄晓
明艺术楼启用仪式在青岛市第一
中学举行， 黄晓明重回母校参加
活动， 并呼吁关爱空巢老人从每
一个“你”做起。此次回到母校，黄
晓明还为获得“黄晓明优才、优
艺、优教奖”的一中师生颁奖。

自 2014-2015 学年度起，黄
晓明出资设立青岛第一中学“黄
晓明优才、优艺、优教奖”,并亲自
为获奖的优秀学生、 优秀特长
生、优秀教师颁发证书、奖金，并
逐一与获奖师生合影留念。 距离
上一次黄晓明回到一中正好两
年，每年教师节、艺术节都会特
意录制视频，向老师表达祝福。

虽然身为演员，演艺工作忙
碌，但黄晓明始终铭记母校的培
养，听说母校艺术楼要进行升级
改造， 黄晓明觉得自己责无旁

贷，出资百万修缮艺术楼，他说
道：“能够让我出一点力，我感到
非常荣幸。 在母校面前，我永远
都是一中的学生。 ”据悉，“黄晓
明艺术楼”即日起正式启用。

在活动现场，“黄晓明让爱回
家·MING心陪伴空巢老人” 主题
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在接受采访
时，黄晓明透露：“关注空巢老人的
活动，我已经做了三四年了。 ”很多
人都知道，青岛有个陆奶奶，黄晓
明作为她的爱心陪伴志愿者，需要
本人直接对她负责。“我跟她结对
也大概三年时间了。 每年回青岛，
我都会去看她，希望通过我的身体
力行让更多人重视空巢老人这个
特殊群体。 ”当天，黄晓明专门为现
场的爷爷奶奶们设置了无障碍坡
道，89岁的陆奶奶也来到现场，黄
晓明扶着陆奶奶走到台上，一起正
式启动这一项目。

令黄晓明惊喜的是， 好几位

之前教过他的退休多年的老师也
来到现场， 有他的初中班主任陈
芙兰、初中数学老师李桂美、英语
老师孙继华、 高中班主任孙雪梅
等，黄晓明和老师们一一拥抱，深
深鞠躬。“一直没有发现跟我坐在
一排的是以前教我的老师们，他
们都退休很久了， 初中班主任陈
老师，我联系过您，但一直没有见
到您， 今天您能来我真是太开心
了！数学老师李老师，真是不好意
思，我数学没学好，让您头疼了！
英语老师孙老师，我在电影《中国
合伙人》 里还演过教英语的老师
呢！ ”黄晓明说道。

活动结束后，黄晓明还陪伴
老人们去一中食堂就餐，一路搀
扶老人、 为老人们安置座位、为
老人们夹菜……身体力行地树
立榜样的作用。

黄晓明的公益慈善之路始
于 2004 年，在投身演艺事业不久

便开始了，此后十多年间他始终
把“让慈善成为一种习惯”当作
自己的座右铭，对公益事业身体
力行。 此次公益之行，黄晓明将
敬老、爱老的种子播种在了每一
位青岛一中的学子心中，身体力

行地发挥着偶像的力量———黄
晓明在现场呼吁希望更多的志
愿者助力一起关爱“空巢老人”
这个日益庞大的群体，为他们点
亮爱心，让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冬
日不再孤单。 （李庆）

2017 年 12 月 18 日，由凤凰
网、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
会联合主办的 2017 凤凰网“美
丽童行”年度收官慈善晚宴在北
京举行，筹款突破 2000 万元。

2017 年“美丽童行”慈善晚
宴募款总额超过 4658 万元，刷
新纪录。

截至目前，该活动连续举办
七年，共举办慈善晚宴 15 场，总
筹款逾 1 亿 5177 万元。

本场慈善晚宴由场外默拍、
爱心拍卖、定向认捐三个主体板
块构成。“美丽童行”与中华少年
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再次深度
合作，共同为中国大病困境儿童
提供及时救助和专业照料筹集
善款， 是凤凰网继今年 5 月、9
月、11 月成功举办“美丽童行”宁
波站、 墨尔本站、 上海站后的
2017 年收官慈善晚宴。

凤凰新媒体副总裁兼凤凰
网总编辑邹明表示，“美丽童行”
已经做了 11 年， 是一个专门帮
扶中国困境儿童的公益项目，
“正是由于对媒体情怀和理想坚
守，才让我们与网友一起感知冷

暖人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林表示：
“基金会会在公开、 透明的原则
下运用好所有善款，真正让每一
分钱都花在孩子身上。 ”

晚宴现场拍卖环节中，油
画《城迹》、雕塑《小胖看世界》、
布面油画《爱祖国的花朵》等珍
贵艺术品及收藏品均以高价拍
出。 小水滴新生基金、 蝴蝶之
家、 王正昕儿童肝移植慈善基
金、9958 南山功德儿童救助基
金四个项目获得了爱心企业的
定向捐赠。 最终全场筹款数额
逾 2065 万元。

“美丽童行”是凤凰网大型
品牌公益活动， 旨在和全球华
人一起关注困境儿童的生存、
健康、教育及未来发展，同时唤
起社会各界的爱心， 强化公益
理念。

11 年来，“美丽童行”坚持不
懈开展公益活动和筹款晚宴，与
全球 10 家大型公益慈善组织合
作， 帮扶 32 个儿童公益项目。

（王勇）

2017凤凰网美丽童行慈善晚宴
全年募款超 4658万元

一汽-大众重金资助绿色公益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出席慈善晚宴，并为首
都儿科研究所和凤凰网志愿者颁发荣誉证书

� � 2017 年 12 月 15 日， 中社
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以下简
称中社基金会） 心关爱基金设
立仪式暨“心关爱·进百城”公益
工程专家论证会在北京中国职
工之家举行。

中社基金会理事长赵蓬奇
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提到，改善民生水平，要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
向上的社会心态。 加强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心理
学创新研究成果，促进国民心理
健康，是培育新时代社会心理的
迫切需求，也是中社心关爱基金
的设立初衷。 中社心关爱基金

的设立，将充分发挥资源动员和
链接能力，探索专业社会工作与
心理学相结合的模式，为新时期
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发
挥积极作用。

随后，中社基金会副秘书长
刘嘉宣读了中社社会工作发展
基金会心关爱基金的设立批
复。 中社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徐
瑞新和中社心关爱基金执行主
任孙啸海共同为中社心关爱基
金揭牌。

仪式上还启动了“心关爱”
心理咨询基地建设公益项目。
据孙啸海介绍，该项目作为中社
心关爱基金“心关爱·进百城”公
益工程的第一期项目将于国内

高校合作共同建设心理咨询基
地。 启动仪式现场，中社心关爱
基金与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
心理系和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健
康教育研究基地分别签署了心
关爱研究基地合作协议。

国际科学与和平中国组委
会秘书长陈一雄、书法家周晓东
向中社心关爱基金赠送墨宝。

在下午举办的“心关爱·进百
城”公益工程专家论证会上，来自
全国各大高等院校心理专业的专
家、学者、教师及心理咨询工作者
就“心关爱·进百城”公益工程的
开展形式、人才培养模式、建立资
源共享平台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王会贤）

� � 2017 年 12 月 24 日， 第二
届“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锋
致敬”环保资助项目在京收官，
20 个优秀环保项目脱颖而出，
20 位经历迥异的环保志士从
“幕后”走到“台前”。 而他们，就
是被杨紫、张一山、李光洁、郭
玮等众多明星疯狂“打 Call”的
环保先锋。

“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
锋致敬” 环保资助项目是由中
国环境保护部指导， 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主办，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协办，
一汽-大众出资，专为资助社会
组织开展环保公益项目的活
动， 目前已经成为环保领域社
会组织资助金额最大的公益计
划。继首届项目获得广泛关注、
赢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后，第
二届项目于今年 4 月 22 日启
动以来，共收到 217 份申请。

自 8 月开始，秉承客观公正
的评选原则， 本次活动组成环
保、公益、高校、媒体等领域评

审专家库，每次抽取 5 至 7 名不
同专家分三级组织评审。 在此
基础上，由专家、媒体记者和主
办方工作人员组成考察组，对
分布在全国 13 个省份的 20 个
项目进行实地考察。 最终，共有
20 个环保项目获得了一汽-大
众 504 万元的资助。

其中，由安吉黄浦源生态
民居推广中心开展的“吾土吾
乡———让生态屋留住村庄守
住乡风” 项目获得了一汽-大
众 100 万元资助。“保护黑颈
鹤”等 5 个项目分别获得了 50
万元资助 ；“拯救绿孔雀———
绿孔雀最后栖息地抢救调查
及保护行动”等 7 个项目分别
获得 20 万元资助； 其余包括

“卫蓝侠清水为邻项目” 等在
内的 7 个项目则分别获得 2
万元资助。 颁奖仪式上，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傅雯
娟、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郑文
凯以及一汽-大众总经理办公
室主任李志宏为获得 100 万

元资助的项目颁奖。
在现场， 两位热心环保的

明星李光洁和郭玮被授予“环
保公益大使”称号。 而杨紫、张
一山、胡彦斌等十余位明星，也
作为该项目的线上传播大使在
微博上发表对绿色环保公益事
业的支持。

而通过这一绿色窗口，一
汽-大众联合优秀绿色公益组
织，与优秀的环保先锋一道，也
将绿色理念、 环保经验广泛传
播，使社会环保意识普遍增强。

正如一汽-大众总经理办
公室主任李志宏在颁奖仪式上
所说：“一汽-大众始终积极响
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号召，致
力于绿色生产， 严格把控生产
运营各项环境指标。 在践行可
持续发展、倡导环保的道路上，
希望和越来越多的绿色企业、
组织成为伙伴， 共同推动和开
展更多更好的公益项目， 携手
助力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和环
保理念的普及。 ” （徐辉）

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心关爱基金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