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0 至 18 周岁，青少年智力、体力
均在发育，叛逆心理高发，一些孩子苦
于倾诉渠道不畅， 情感需求得不到满
足，让自己和家庭都面对困扰。 ”站在
第二届 “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 ”台上
的暖心喵 APP 创始人胡淼淼的言论引
发台下听者们共鸣。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 我们会遇到
各种问题。 如何回应社会诉求？ 科技公
益正带来全新尝试与改变， 成为助力
推动社会问题解决的引擎之一。

当前， 一款通过嫁接青少年与心
理咨询师、 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的
互联网产品 “暖心喵 APP”成功出圈 ，
引人追捧。事实上，像暖心喵 APP 一样
的公益产品不是个例。 社会各界都在
通过自身力量为解决社会问题助力 ，
开启人人做公益的“共益时代”。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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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公益，开启解决社会问题的“共益时代”

AI 技术落地公益

2021 年 5 月 11 日， 国家统
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主要数据： 平均家庭人口 2.61
人， 比 2010 年的 3.10 人减少
0.48 人。 常规以三口之家为基础
的家庭人数跌破 3 人，家庭户规
模继续缩小，离异、丁克、晚育、
独居家庭的数量在增多。

上班工作忙、 通勤距离远、
生活压力大成为现代生活的写
照，这直接导致家庭成员间居家
时间变少， 家庭功能性变小，家
庭成员间情感缺口增大，对于正
成长的青少年带来不小挑战。 家
庭关注、情感需求有待满足。

如果有一个平台可以帮助
他们倾诉， 分享自己的故事，并
有专业人士倾听和引导，将大大
帮助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由此，胡淼淼有了研发一款
心理关怀 APP 的想法。 截至目
前， 暖心喵上有 7000 多名暖心
师、100 多名心理咨询师，完成了
近 1 亿次咨询。

“暖心喵 APP”出圈得益于
一次比赛。 2020 年，首届“腾讯
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启动，旨
在通过开放技术平台，邀约社会
各界有志人士参与， 运用 AI 技
术打造出更多有助解决社会热
点问题的产品。“暖心喵 APP”在
此次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胡淼淼期望 AI+公益能够帮
助“暖心喵 APP”更好地改良产
品，覆盖更大范围的青少年。

“咨询师缺口很大。 面对庞
大的需求人群，在人工匹配程度
暂时无法达到时，AI 可以帮助理
解求助方表达的内容，并给出回
复。 ”胡淼淼说。

开放技术平台
为技术与公益搭建桥梁

首届“腾讯 Light·公益创新
挑战赛”设置了“野生动植物保
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适老

化无障碍设计”三大赛题，吸引
了像胡淼淼一样的 663 支队伍、
近 3000 人报名参与。

胡淼淼觉得， 技术能够给
公益行业赋能， 让自己有勇气
和能力开发更好的产品服务青
少年。“社会关注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 理应有一些好产品回应
社会关切。 ”

2021 年 4 月，腾讯将可持续
社会价值创新纳入公司核心战
略，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
（SSV）， 在公司内部设立向善实
验室群，聚焦基础科学、教育创
新、养老科技等公益领域，希望
通过技术开放与联合开发，与社
会各界共同探索和建设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价值。

基于此，由全国妇联宣传部
指导，腾讯公司联合中国儿童中
心主办，企鹅伴成长、腾讯华东
总部、 腾讯 SSV 创新办学实验
室、企鹅爱地球、腾讯优图实验
室、腾讯云 AI、腾讯云微搭承办
的第二届“腾讯 Light·公益创新
挑战赛”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在
厦门启动。

此次创新挑战赛的赛题设
置更具“可持续”和“科技向善”
视野， 聚焦未成年人的安全保
护/教育、素养教育、生物多样性
保护/教育三大赛题， 让赛事更
加聚焦于创造可持续性发展的
社会价值，邀请社会各界参赛者
通过腾讯云微搭低代码、腾讯云
提供的 AI 技术， 以小程序、H5
或网站的形式打造创新应用，助
力解决三大赛题背后的社会问
题。 大赛除了提供平台技术和资
源外，还鼓励技术和非技术的合
作伙伴结合，打通各方链接。

此次比赛为何设立上述三
个赛道？ 腾讯副总裁、腾讯安全
管理部总经理朱劲松表示，“主
办方在这三个领域有长期积累，
也有不少心得， 并得到主管部
门、社会组织等合作方的专业指
导，三个赛道的设立可以说是水
到渠成。 ”

早在挑战赛启动前，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就引发了社会广
泛关注。 2015 年，腾讯联合多家
权威机构发起“企鹅爱地球”项
目，通过互联网科技安全能力，
建立野生物非法贸易的直接
举报渠道 ，抵制 、打击网络非
法野生物贸易犯罪， 同时开放
技术，以“神秘雪豹在哪里”等
新媒体形式帮助公众了解野生
动物知识。

“大多数人没有亲眼见过雪
豹， 但通过 AI 小程序可以了解
到雪豹的生活状态、 科考目标、
保护方法，这极大地拉进了公众
和野生动物的距离。 ”朱劲松说，

“公益的概念很大， 挑战赛起步
阶段能覆盖的范围有限，无法面
面俱到。 我们希望从垂直领域开
始，做长期主义者，解决客观存
在问题，与行业伙伴共同探索长
期的社会价值。 ”

释放个体创造力

青少年身心健康是学校、家
庭、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国家
出台“双减”政策、学校进行健康
教育， 为学生减负创造条件，也
为更多社会力量创造充足的创
新空间。

参与者的广泛性能够激发
社会问题解决的创新活力。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重要组
成部分， 紧贴基层社会生活，成
为社会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在
专业领域通过专长较好地解决
了社会问题。 但长久以来，市场
竞争力较弱、 自我造血能力不
强、专业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也时
常困扰着机构发展。

技术赋能，特别是网络时代
的技术赋能显得尤为必要。

与首届挑战赛相比，第二届
挑战赛在技术开放上进行了进
一步拓展。 其中，大赛推出的腾
讯云微搭低代码可以进一步降
低参赛者技术门槛，参与者无需
太多技术背景也可以通过拖拉
拽的方式用低代码开发出小程

序、H5 页面、网站页面等，生产
出更好的公益作品。

“我们期望在技术支撑下拓
展平台支持的能力。 ”朱劲松说，
本次大赛的参赛团队除了有机
会获得奖金外，还会得到腾讯相
关技术资源支持以及后续的资
源扶持。“我们希望助力行业发
展，让更多组织和个人创造更多
社会价值。 ”

在首届挑战赛中，3000 多名
参赛者利用腾讯云提供的 AI 技
术和云开发平台，开发出众多创
新公益小程序。 这些开发者来自
土木、能源等各行各业，大部分
是程序开发的初学者。 有的开发
者利用图像识别+语音技术，把
图片中看不清的文字朗读给老
年人，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使用互
联网；有的开发者利用腾讯云的
图像识别、 机器学习等能力，实
现对中华白海豚的个体识别，帮
助研究人员进行科研追踪，助力
动物保育意识的养成。

“社会问题的解决单靠‘腾
讯 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 远远
不够，还需要更多平台和团队共
同推进。 我们期待和大家一起探
索。 ”朱劲松表示。

持续探索科技向善

从早期帮助用户解决社交、
娱乐问题，到现在助力产业解决
数字化难题，社会刚需不断通过
技术突破得到满足。 但站在更大
的社会责任角度来看，一些社会
问题仍然客观存在，通过单一社
会力量解决能量有限。

2018 年，腾讯提出“科技向
善”理念，宣布“一切以用户价值
为依归，将社会责任融入产品及
服务之中，推动科技创新与文化
传承，助力各行各业升级，促进
社会可持续发展”。

2021 年， 腾讯拿出 1000 亿
元，设立“社会可持续发展计划”
和“共同富裕计划”，聚焦可持续
发展和共同富裕。 作为行业有代
表性的企业，拥有互联网基因的

腾讯有着独特的优势，其正从自
己擅长的角度，主动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 以科技助力公益，
提升社会福祉。

以 AI 为例。 近几年间，视觉
AI 技术在各行各业应用广泛，为

“衣食住行”带来诸多便利。 工业
质检的流水线上、影像科医生的
诊室里， 视觉 AI 技术成为行业
的数字化助手。 在公益领域，AI
被用于寻找丢失儿童，突破“跨
年龄人脸识别”的难题，帮助找
回被拐超过 10 年的儿童， 让家
庭实现团聚。 天籁音频 AI 技术，
让人工耳蜗的清晰度、可懂度提
升了 40%，帮助听障人士从“听得
到”到“听得清”。

正如腾讯云副总裁、腾讯优
图实验室总经理吴运声所说，

“包括我们已经在做的 AI 探星
计划、跨年龄寻人等，我们在科
技向善领域坚持持续投入，哪怕
没有产生经济价值。 ”

但公益问题存在于各个领
域， 只靠个体无法解决所有问
题。 只有开放共建，让每个参与
者拿起科技工具，才能更好地解
决社会问题。

半个月前，“腾讯技术公益
创投计划”启动，首期遴选 30 个
项目进行孵化， 通过技术开源、
资源链接、资金扶持，帮助公益
机构和相关组织改善运营模式
和效能，助力营造全新、可持续
的公益生态。

无论是“腾讯技术公益创投
计划”还是“腾讯 Light·公益创新
挑战赛”都为互联网企业践行社
会责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通过技术之力降低公益参与门
槛，和业界一起思考探索，构建
数字时代的向善理念、社会责任
和行为规范。

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
智慧产业事业群 CEO 汤道生表
示，“服务于人”是人工智能最大
的价值， 用 AI 助力更美好的世
界， 这样的探索存在于实验室
里，存在于产业中，也正走向更
广阔的社会应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