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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 由凤凰网主办
的 2020“美丽童行”公益盛典在
京举行。 活动以“致最美的你”为
主题，重温“美丽童行”十四年走
过的公益历程， 展望公益未来。
政商界领袖、公益界同仁、文体
明星等各界精英温情相聚，通过
故事讲述、音乐演绎等形式聚焦
儿童公益事业， 致敬公益同仁，
共同呼吁全球华人关注儿童健
康、教育及发展议题，彰显企业
社会责任，传递社会正能量。

“美丽童行”主要发起人、凤
凰网总编辑邹明表示，作为一家
互联网媒体，凤凰网一直致力于
整合跨界资源、 利用传播优势、
发挥舆论高地的优势地位，始终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搭建平
台帮助更多的困境儿童，在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中及时发声，让公
益理念深入大众。 他诚挚邀请更
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到公益
事业中来，共同为中国公益事业
的发展接续奋斗。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武韬在致辞时表
示，凤凰网举办的“美丽童行”
公益盛典是非常有意义的活
动， 证明了凤凰网作为中国有
影响力的网络媒体， 充分发挥
着新闻媒体舆论导向和传播公
众的作用， 体现了一个企业力
所能及践行的社会责任。 顾秀
莲主任多次莅临“美丽童行”活
动现场， 并对活动给予充分肯
定。武韬希望，让每个贫困地区
的孩子都能怀有美好的梦想，
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飞出大
山， 和大城市里的孩子们共享
人生出彩的机会。

公益盛典的故事讲述环节，
邀请到陪伴“美丽童行”共同成
长的公益项目亲历者担任分享
嘉宾。 他们通过生动的案例向在
座嘉宾展现了中国困境儿童生
存和发展的真实状态以及爱心
对困境儿童带来的改变。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亲善
大使、中国著名演员黄晓明通过
视频分享受助“小海星”们的来

信。据悉，2019 年，“美丽童行”携
手智行基金会，在加拿大温哥华
举办专场慈善晚宴，为中国地区
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筹集善款。
黄晓明为这场晚宴捐赠了一套
礼服作为拍品，由此募得善款 30
余万元人民币，用于受艾滋病影
响的 134 名初中生以及 63 名高

中生一年的助学金。
现场，围绕“守与变”的主

题， 凤凰网公益专项基金顾问、
2018 年度中国公益人物王国祺，
主持人、媒体人蔡紫，中国演员、
涵爱飞扬公益项目创始人张定
涵， 羽毛球世界冠军鲍春来，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团委书记张晨曦展开圆桌对话。
他们以多重社会角色，从不同行
业身份的视角，共同回望公益初
心、分享感动故事、交流公益路
上的体悟和如何切实帮助困境
儿童等问题。

北京妇联联合党支部书
记、 北京市家庭建设促进会秘
书长姚艳华， 中国少年儿童文
化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阚丽君，
国家卫生健康委干部培训中心
党委书记、副主任蔡建华，著名
儿科专家郑玉巧、 人民日报海
外网副总编辑徐蕾， 中国社会
福利基金会秘书长缪瑞兰等为
爱心人士、 爱心机构颁发了凤
凰网美丽童行“公益践行者”、

“公益践行机构”证书。
主办方表示，凤凰网“美丽

童行”专注改善中国困境儿童生
存状况，十四年汇集力量募集善
款 2.27 亿元，脚踏实地的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 公益的道路，历久
弥坚，沉淀每一次感动，公益人
的脚步必将更加坚定。 （皮磊）

“致最美的你”凤凰网 2020“美丽童行”
公益盛典在京举行

圆桌论坛嘉宾讨论公益的“守与变”

“我来教您用手机”
贝壳公益助老课堂全国落地

12 月 21 日，贝壳以“冬暖 30
城”为主题，号召全国的贝壳志
愿者启动 2020 年最后一期“我
来教您用手机”公益活动，为 30
座城市的社区老年人送去一份
温暖关怀。

在北京科学院社区的“课
堂”上，贝壳找房副总裁、贝壳公
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贾生平表
示，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贝壳
有责任结合自己的能力和资源，
积极关注和致力于社区助老问
题的解决。

直击老人智能手机之困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快速
发展， 智能化服务得到广泛应
用， 深刻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
但另一方面无处不在的智能操
作极大影响了老人的日常生活。

“数字鸿沟” 正在将老人与社会
阻隔开来，因此解决老人手机使
用问题迫在眉睫。

北京望京西园的肖阿姨谈
到自己的经历： 儿子不在家，先
生去银行取工资却因没有健康
码而被拒之门外，这些日常的生
活困难让肖阿姨深感无奈。

贝壳公益发现，学习手机使
用的老年学员们普遍会遇到“当
时学会过后就忘”， 百分之五十
以上的老人都曾表示“亲人不在

身边”，“亲人不耐烦”，所以在家
学习时没人教；“每一步都不会
操作”，学习手机步步维艰；眼花
“看不清屏幕”。

因此，老人学习手机的形式
以面授为最佳，最好能满足老人
们即时、就近咨询的问题，而社
区内的房产经纪人和门店，刚好
能够匹配老人们的需求。

双管齐下破解助老难题

基于对老人智能手机使用
痛点的深度洞察，贝壳在“我来
教您用手机”公益助老活动中为
老人精准解决手机使用难题。

贾生平介绍称， 该项目由定
期培训课堂和手机使用到店咨询
答疑两部分组成，其中，定期培训
课堂以经纪人志愿者为“老师”，
配有成熟的课本、 课件和成熟的
志愿者培训体系， 为社区里有需
求的老人定期开展手机基础功
能、微信基础功能、生活相关功能
等课程； 而手机使用到店咨询答
疑则将活动常态化， 老人可随时
到贝壳连接的社区经纪门店进行
咨询， 经纪人则将教学时间化整
为零，及时为老人提供帮助。

“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贝
壳有责任结合自己的能力和资
源，积极关注和致力于社区助老
问题的解决。 ”贾生平表示。

探索助老新思路

12 月 21 日是冬至日， 北京
科学院社区“我来教您用手机”
公益课堂氛围火热，贝壳公益的
志愿者们为老人们准备了一次
实用的手机课，老人学员们纷纷
表示受益匪浅。

这节课的内容主要有三个：
手机使用的风险防控、清理手机
垃圾文件、手机缴费。

这三个功能看似简单，但确
实贝壳公益的讲师团们从调研
结果和老人需求出发，开发出的

经典基础课程。
“在手机里小齿轮就是‘设

置’，字号调大小、亮度啊、声音
啊 ， 都可以从这个小齿轮进
去。 ”贝壳公益优秀志愿者、北
京链家经纪人林继伟在课上一
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指导六七十
位老人如何使用手机的基本功
能，而“学员”们不仅听得认真，
而且还不停提出问题， 跟身边
人交流。

“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
不乱点链接、 不随意回复信息/
回拨电话。 ”林继伟在课堂上反
复跟老人们强调，希望老人们不

仅学会使用手机，更要警惕智能
手机中的陷阱。

“我们每次一说要开课都特
别想来，非常感谢这些经纪人老
师。 ”家住科学园小区的李阿姨
对这次课的反馈十分积极，她表
示，自己用手机时总有很多问题
却没人能解答，自从社区里开设
了“我来教您用手机”的项目，感
觉自己不再与社会脱节了，甚至
和家人的沟通都更亲密了。

目前参加“我来教您用手
机”的老年人，一般年龄在 65-80
岁，学员中年龄最大的有 93 岁，
大多数学员在社区公益课堂学
习后，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有明
显改观。

贾生平表示，贝壳具有天然
的社区属性，经纪人及门店是社
区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
与店都扎根在社区，自然会聚焦
到社区，关注社区的需求。 经纪
人志愿者们从这些正向反馈中
得到了归属感和价值感，收获了
尊严，也影响和感召了更多经纪
人志愿者参与进来，形成了公益
能量的正循环和强大动力。

据悉，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我来教您用手机”项目已经
走进全国 19 个城市的 421 个社
区，开展手机公益课 3630 节，服
务超 11 万人次。

（张明敏）贝壳公益志愿者在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