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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中华慈善日期间，由
腾讯公益“回响计划”携手腾讯
影业合作的青年导演共同推出
的纪录短片《我的“美人鱼”妈
妈》正式上线，这也是腾讯公益
携手腾讯影业继今年 2 月 28 日
世界罕见病日上线纪录短片《不

“罕见”的一天》、3 月 5 日北京冬
残奥会开幕次日上线纪录短片
《同行》后，第三部“小红花回响
光影录”作品。

短片由青年导演王豪执导，
从珊瑚保护小小志愿者沐沐的
视角出发，介绍其与珊瑚保育志
愿者妈妈李博的公益经历。 小朋
友沐沐在母亲的感染之下，接棒
了对海洋的热爱与保护海洋的
责任心，并将这份爱传递给了身
边的小朋友。 纪录短片主题曲

《海洋微光》，由人气歌手俞更寅
献唱，以干净温柔的声线传达海
洋的清澈意境，传递爱与保护的
坚定力量。

小朋友沐沐的“美人鱼”妈
妈李博，是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

保育志愿联合会的志愿者。 李博
自幼生长在海边，对海洋的热爱
流淌在血液里，孕育沐沐成为母
亲后，使命感驱使她渴望为后代
留下一片清澈的海洋，因此结缘
公益，在成为公益机构课堂讲师

的同时，下水沉潜保育珊瑚。“精
力上和财力上都需要自己去付
出，没有热爱的话，很难坚持。 ”
这份热爱也通过母亲的身体力
行而非刻板说教，潜移默化感染
到了沐沐。 沐沐在妈妈的志愿宣
讲和家庭教育中，早早成为了深
谙珊瑚白化、 微型塑料危害性、
垃圾分类等环保问题的小小“专
家”， 他渴望早日成为母亲的潜
伴，更渴望长大后以科学家做主
业，以志愿者为副业，传承母亲
对海洋保护的热爱和责任。 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5 岁的小沐沐每
周都会和妈妈一同前往海滩做
公益，主动上前规劝游客不要随
意把垃圾丢进海洋，和妈妈把从
海底打捞上来的废渔网编织做
网兜重新使用，更号召身边的老

师和小朋友好伙伴一起来保护
环境。

为进一步推动公益行业的
透明化制度建设，让公益行之有
效，腾讯公益开展“回响计划”，
让爱心网友直观感受到善意给
他人带来的改变。 2021 年 11 月，
腾讯公益“回响计划”首次携手
腾讯影业合作的青年导演，正式
开启“小红花回响光影录”，希望
以影视的形式，呈现公益故事。

正如片内片外李博和沐沐
身体力行带动周围更多伙伴的
起身行动，腾讯公益“回响计划”
携手腾讯影业，以光影打破时间
地域的藩篱，号召每一位观看短
片的观众朋友， 一起保护海洋，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母亲。

（高文兴）

纪录短片《我的“美人鱼”妈妈》上线
以儿童视角看海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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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麦当劳叔叔之
家”一周岁。 这是中国内地第三
所“麦当劳叔叔之家”，距离北
京儿童医院一街之隔， 一年来
已为超过 80 户异地就医的贫
困患儿家庭提供了近 2200 个
安睡的夜晚。

2016 年首家“麦当劳叔叔
之家” 落地湖南长沙，2020 年、
2021 年第二、第三家“麦当劳叔
叔之家” 相继在上海和北京启
用。 六年多来，“麦当劳叔叔之
家” 持续为更多异地就医的贫

困患儿家庭提供免费的住所和
关爱支持，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实体公益”的愿景和目标。

过去一年，三所“麦当劳叔
叔之家” 已全部获得 LEED绿色
建筑认证。其中，北京和上海“麦当
劳叔叔之家”获 LEED ID+C（室
内设计与施工）金级认证，湖南长
沙“麦当劳叔叔之家” 获 LEED
O+M（既有建筑）金级认证。

作为给异地就医患儿家庭
建造的“家以外的家”，每个“麦
当劳叔叔之家” 都设立在医院

旁或医院内， 方便入住家庭绿
色出行、便捷就医。 三所“麦当
劳叔叔之家” 将绿色理念应用
到空间设计和材料选用中，考
虑入住家庭的需求， 打磨每一
间客房、厨房、洗衣房、游乐区
及用餐区绿色细节。“麦当劳叔
叔之家” 更配备 PM2.5 过滤装
置新风系统、 高能效的节水节
电系统与自动控制的照明系统
等， 全方位为患儿及其家人营
造安心绿色、 温馨舒适的生活
环境。 （王勇）

北京“麦当劳叔叔之家”启用一周年
为下一代创造更绿色未来

9 月 17 日， 美丽中国支教
项目迎来第六个 917支教日。美
丽中国携手羽毛球奥运冠军蔡
赟、 女子 50公里竞走世界纪录
保持者刘虹、2022 年北京冬奥
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冠
军齐广璞、中国首位冬奥冠军杨
扬， 一起为乡村教育加油助力，
一起传递体育力量和体育精神，
激发乡村孩子们的无穷潜力。

羽毛球奥运冠军蔡赟希望
将向上的体育精神传递给更多
的乡村孩子们。 他鼓励孩子们：

“希望你们喜欢并享受体育，从
中收获快乐和健康， 也能通过
体育运动锻炼自己的意志，在
人生道路上勇敢地面对挑战。 ”

在广东汕头雷岭镇茶园小
学里，美丽中国 21 级项目老师
任媛开展了阳光体育项目，通
过体育舞蹈和健美操等项目活

动， 为孩子们传递体育运动的
阳光活力和向上力量。

对女子 50公里竞走世界纪
录保持者刘虹来说，无论是获得
冠军，还是打破纪录，都需要长
时间的专注和坚韧的意志。她希
望告诉孩子们“知识可以改变命
运，困难可以锻炼意志”。

美丽中国 21 级项目老师
江寒骁来到云南楚雄朵腊寄小
后， 为学生们开展系统的足球
训练，联络各方资源，为孩子们
完善训练装备， 使朵腊寄小在
2021 年成为全县第一所正式挂
牌的“亚运足球梦想学校”。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有成
功也有失败，不断去努力，不断去
超越，超越自我、超越对手。 ”齐广
璞在冬奥夺冠之后有感而发。他希
望乡村校园里的每一位小小少年，
都能心怀梦想、坚持梦想，通过梦

想的力量驱动自己不停前进。
广西隆安县浪湾村小学因支

教老师的到来焕发了无限的活
力。校园变的更加漂亮了，学生们
更加喜欢体育运动了， 孩子们脸
上开心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

朝着理想和目标不断超越
自我的杨扬，从梦想起步，到实
现中国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
她希望告诉孩子们：“起点在哪
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的
理想和目标。 只有心存高远的
理想，才会让奋斗更加有目标、
努力更加有方向。 ”

美丽中国 22 级项目老师
蒋文静的新学期目标就是为广
西马山县古棠小学组建一支女
子足球队。 孩子们将在支教老
师的带领下， 向着心中共同的
目标出发，在奔跑中收获快乐，
在汗水里收获成长。 （高文兴）

奥运冠军对话乡村学生：
一起传递向上力量

9 月 8 日，在国际急救日到
来之际， 腾讯党委联合 SSV 社
会应急实验室， 与深圳湾万象
城在万象城商场共同开展了一
场无告知急救响应演习。

30秒内，万象城工作人员即
完成了应急系统响应及调度动

作，周边志愿者快速找到 AED并
赶到“事故”现场，共同合力完成
了一场专业紧急救援操作， 整个
演习仅耗时 3分 43秒， 实现了
“黄金 4分钟”的救援。

今年 6 月 30 日， 腾讯党
委、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

部与华润万象生活深圳湾万
象城，共同启动“红色援心计
划”社会化应急项目。 双方将
就商场 AED 设备安置、 应急
响应系统部署、商场急救知识
科普和志愿者救援培训等方
面展开合作。 （张明敏）

“院前急救”新模式开启深圳商圈试点

近日，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
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海鹰基金
会”） 在宋庆龄故居举办了“燕
子”助学专项基金启动仪式。 中
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袁亚湘，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建
六，主持人敬一丹，体操运动员
桑兰等嘉宾参加了本次活动。

海鹰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刘海
鹰在致辞时首先感谢宋庆龄故
居对本次公益活动的大力支持，
表示海鹰基金会十分尊崇宋庆
龄同志一生为妇女儿童的卫生
保健和文化教育等福利事业做
出的贡献，并十分认同她“把最
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的主张。

海鹰基金会成立于 2011
年，是国家社会组织评级 4A 级
基金会， 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
家专注脊柱健康和疾病救助的
慈善组织。 成立 11 年来，海鹰
基金会累计资助了 170 余人次
经济困难脊柱畸形患者接受矫
形手术等救治， 其中一半为少
年儿童。

“燕子”助学项目发起人敬
一丹在分享中回顾道，和刘海鹰
最初相识于中央电视台 2016 年
度“最美医生”颁奖典礼现场，后

来了解到后者及其带领的公益团
队经常去四川越西、 甘肃定西等
西南和西北偏远贫困地区义诊，
恰巧自己之前也经常去这些地区
采访， 对当地的艰苦条件感同身
受， 自此愈加关注和信任海鹰基
金会。

当敬一丹从刘海鹰口中得
知， 曾于几年前接受基金会救助
完成手术并已康复的甘肃定西农
村女孩改燕今年考上了天津的大
学， 自然萌发出资助改燕学费的
想法。 她从基金会工作日人员那
里了解到海鹰基金会救助的经济
困难脊柱侧弯儿童有不少都像改
燕那样勤奋好学、自强不息，于是
自告奋勇，主动担任项目发起人，
倡议在海鹰基金会设立“燕子”助
学专项基金， 旨在跟进资助脊柱
侧弯矫形术后康复的儿童重返校
园，继续深造学习，成为国家的栋
梁之材。这一倡议得到热烈响应，
刘海鹰、 李鑫等爱心人士以及福
建省邓子基教育基金会、 安徽高
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中行
元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也对该项
目积极给予捐赠支持。

在项目启动仪式上， 海鹰基
金会对改燕等首批受资助者发放
了助学金， 希望帮助他们实现展
翅飞翔的梦想。 （张雪弢）

海鹰基金会专项基金
助康复儿童重返校园

《我的“美人鱼”妈妈》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