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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 日， 红十字
国际学院成立

三周年座谈会在苏州大学红
十字国际交流中心召开，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
十字会会长、红十字国际学院
名誉院长陈竺出席座谈会并
发表讲话。座谈会由红十字国
际学院院长王汝鹏主持，苏州
大学副校长、 执行院长沈明
荣，副院长刘选国、常务副院
长郑庚出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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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学院成立三周年座谈会
在苏州大学召开
陈竺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座谈会之前， 陈竺实地视察
调研了红十字国际学院的未来相
关设施， 并会见了苏州大学党委
书记江涌、校长张晓宏等校领导，
听取了苏大主要领导关于学校发
展情况的汇报。

座谈会还举行了学院联合共
建人颁证仪式和奖教金、 微专业
奖学金颁奖仪式。 陈竺先后为中
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上海浦
东新区红十字会、 中国慈善家杂
志社和人道事务高级研修班学员

唐爱琴等捐赠机构和个人颁发
“联合共建人荣誉证书”； 为池子
华教授、葛道顺教授、付春来研究
员等获得突出贡献奖、业绩奖、奉
献奖以及创新奖的获奖代表颁发
获奖证书； 为“国际人道工作实
务” 本科微专业的优秀学生颁发
奖学金证书。

随后，陈竺手按启动器，在大
家的见证下正式开通上线红十字
国际学院云教育平台。 云教育平
台是红十字国际学院为适应网络

时代要求， 探索教学课程数字化
网络化转型的重要成果， 旨在为
国际红十字组织从业人员、 红十
字会员、 红十字志愿者以及其他
有志于人道公益事业的用户，提
供网络教学、培训、交流平台，以
期实现全球人道教育资源在云端
的共建共享。

座谈会上， 沈明荣汇报了学
院成立三年来的亮点工作和未来
发展设想。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
金会理事长赵洪涛、 上海浦东新

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顾赛花、
中国慈善家杂志社社长吕振亚以
及人道事务高级研修班学员唐爱
琴作为联合共建人先后交流发
言；获奖教授代表葛道顺、青年教
师代表徐诗凌， 获奖学生代表陈
青乔也先后发言， 畅谈收获和感
受，对学院未来提出希望和建议。

在听取工作汇报和代表发言
后， 陈竺对新增联合共建人表示
感谢， 对获得表彰奖励的师生表
示祝贺， 对学院成立三年来取得
的骄人工作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和
高度赞赏。

陈竺指出，红十字国际学院创
办成立以来，虽然遭受两年多的疫
情影响，但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党
组和苏州大学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及社会各界
的大力支持下，学院领导班子和全
体教职员工和衷共济、 迎难而上、
开拓进取， 学院组织架构基本建
立，教学科研团队初步形成，人才
培养和理论研究工作快速推进，在
行业和社会上的影响不断扩大，为
发展人道教育事业、培养红十字人
道公益人才探索出了一条可行路
径，基本实现了学院创办规划的初

期目标。
陈竺指出，总会印发的《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红
十字国际学院建设的措施》，体现
了总会党组对学院建设发展的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学院一定要
乘势而上，认真研究，推动贯彻落
实。希望苏州大学积极配合呼应，
针对学院发展目前面临的困难和
需求， 研究制订进一步支持学院
建设发展的配套措施， 共同推进
学院的快速高质量发展。

陈竺强调， 学院要进一步强
化人才培养工作的核心地位，加
大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力
度，持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
动员社会资源支持学院建设，把
世界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
国际学院办好办强， 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高质量发
展， 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创新进
步， 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
积极的贡献。

江苏省和苏州市有关领导，
红十字国际学院部分教职员工，
国际人道工作实务微专业二期班
新生参加了座谈会。

（据红十字国际学院）

� “用我们能懂的语言教
我们！ ”在郑州蓝马

甲助老防骗答案展现场，已经 70
多高龄的张奶奶终于找到了想
要的答案。

越来越多的老人有了可以排
忧解难的“身边人”。 一场助老防骗
答案展、 全国首个地铁助老防骗微
站点亮相北京、 推进全国 10 城
1000场进社区活动、上线长辈版防
骗码……2022年全国敬老月里，蓝
马甲四大主题活动成为 “技术+服
务”数字助老新模式的最直观展现。

蓝马甲，不再只是关于服务
与公益的大众认知，其正在探索
一种帮助老年群体跨过数字鸿
沟的公益新模式。

“人服务人”
一种可以复制的笨办法

在答案展上寻找答案的，不
止有尝试进入数字时代、避免上
当受骗的老人们，还有一批试图
探索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帮助
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答案”
的蓝马甲们。

2020 年 9 月，以“手机不会
用，安全防诈骗，就找蓝马甲”为
口号的蓝马甲公益行动启动试运
行。 蓝马甲行动以志愿者服务的
形式走进老年群体集中的社区，
回归真正帮助与服务老年人的本
质，以提供防骗讲座、开设老年课

堂等方式， 切实帮助老年群体走
进数字生活，避免上当受骗。

在这一过程中，“人服务人”
这一最为传统的帮扶模式成为
蓝马甲解决助老防骗、与老年人
沟通的切入点。 与此同时，蓝马
甲团队意识到，以单次教学讲座
性质的公益形式并不能完全解
决老年人的实际问题。

《2021 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
告》数据显示，超八成受访老年人
学会电子产品新技能需被指导 4
到 10次，而大部分人恰恰缺乏“反
复教学”的耐心。 老年人太需要有
人能慢下来，耐心教一教他们。

这对蓝马甲打造助老防骗
公益提出新要求。 2021 年，蓝马
甲行动的公益尝试集中在“规模
化”关键词，试图复制“人服务
人”的笨方法，将助老防诈的服
务场景不断延伸。

首先是方式的“规模化”。 在
进社区活动之外， 蓝马甲志愿者
会在每周固定时段，进驻社区、银
行、超市、药店等老年群体聚集活
动场所， 设立服务驿站全天候为
老人答疑解惑；数字生活体验点，
以现场体验扫码乘车、 自助收银
等数字生活方式， 模拟各类诈骗
场景的方式， 手把手教老人使用
智能手机；沉浸式防骗展，将防诈
反骗的信息通过互动展厅、 寓教
于乐的形式，传递给老年群体。

其次是形式的“规模化”。 注

重线下服务的蓝马甲开通了线
上“云助老”：打造《老年人学习
指南》《智能手机操作指南》，联
合麦龄制作互动模拟操作课《蓝
马甲小课堂》，为大众帮扶提供一
个可以不受地域因素影响、 操作
又适配老人的内容载体。 合作伙
伴队伍不断壮大，赣服通、皖事通
政务 App、优酷视频、有线电视、
四川移动、 重庆联通等均上线了
蓝马甲助老专区，老人打开电视、
打开手机就可以对照学习。

除此之外，作为日常生活使
用较多的手机 App， 蓝马甲联合
支付宝为老年人推出专属“长辈
模式”和“暖洋洋专线”服务，截
至 2022 年 7 月底，已有 312 万老
年用户切换并使用支付宝“长辈
模式”；超 110 万老年人通过“暖
洋洋专线”一键直连人工客服。

最后是模式的“规模化”。蓝马
甲的公益模式由个体输出的单点
输送，转变为“能力输出”的开放平台
公益生态模式。一方面，蓝马甲团队
模式发生变化，在 2021年 6月江西
成立蓝马甲公益讲师团后，政府、媒
体、公益机构等各界人士加入，以更
为专业、深入的方式传递助老防诈信
息；另一方面，国家反诈中心、全国老
龄委、 工信部反诈中心的认可指导，
与各地公安、网信办、宣传部、城市文
明办等政府单位的深入合作，将蓝马
甲的公益模式进一步推远。

由此，蓝马甲行动从单点式的

公益活动跃升为一个由国家反诈
中心、全国老龄办、工信部反诈中
心指导，100余家公益机构携手蚂
蚁集团、支付宝及浙江蚂蚁公益基
金会共建的“人服务人”平台。

向更深处
技术、服务助老如何下探

上线两年， 蓝马甲行动助老
防骗的公益之路只是刚刚起步。
不同地域经济、 文化发展差异造
成的老年群体需求分层和银行、
超市、 地铁等日常生活中固化的
场景需求，需要蓝马甲以更贴近的
方式深入到老年生活的各个角落。

2022年， 蓝马甲公益行动向
着数字助老防骗继续下探，尝试进
入公益助老服务模式的“深水区”。

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 蓝马
甲将数字生活体验点升级为数字
助老服务微站点， 通过 VR 体验
等极具真实感的互动设备帮助老
人进行沉浸式体验， 进一步解决
老年人不敢用、 不会用智能手机
的数字困境。在对话方式上，蓝马
甲组建 100 位老人银龄讲师团，
通过“老人带动老人”的方式，将
智能手机使用知识传播给更多老
人，并且持续开展线下助老活动，
坚持以“社区课堂”、公益驻点一
对一服务老人的真实需求。

与此同时， 针对数字鸿沟、老
年诈骗问题更加频发的乡村地

区，蓝马甲继续延续着“笨办法”
———通过“大篷车”走街串巷的形
式，进入县域以下乡镇村落，以微
型展览、反诈集市、板凳课堂的形
式， 在乡村田野中提醒老人提高
防范非法集资等防骗意识， 又以
一个个低门槛小游戏告诉老人如
何正确使用智能手机，真正下沉到
公益助老防骗的“最后一公里”。

走过 70 城 400 多个县区乡
镇、开展 24000 余场线下活动、线
上开设超 500 个课程、覆盖 2000
万人， 线下一对一服务超过 36
万老人……截至 2022 年 9 月底，
蓝马甲交出的成绩单，以真实可
见的公益效果为公益助老防骗
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蓝马甲，已经不仅仅是一场
坚持两年的公益行动， 更是一次
对助老防骗公益新生态的有力探
索。 其价值在于， 用一件蓝马甲

“穿起”了社会各界力量，将公益
行动锚定为政府牵头、地方接应、
相关部门配合、社会企业参与、公
益志愿者落地的可复制范式；聆
听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持续在线
下拓展服务场景， 在线上打通

“云助老”渠道，将“人服务人”的
笨办法与“数字助力”的新思路结
合， 让公益助老防骗走到了老年
生活的更深处。这一过程中，蓝马
甲以实际行动完成了如何更有效
践行社会责任的摸索， 以“补位
者”角色不断尝试探索。 （韩笑）

一件蓝马甲“穿起”的公益新模式，做老年群体的“身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