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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资讯INFOS

“这个小游戏让人受启发，
让我对生命进行了之前没有过
的思考。 ”9 月 22 日下午，在北京
大妈有话说新媒体平台和北京
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举办
的中老年人生命教育公益活动
上，参与者张阿姨对记者说。

北京大妈有话说新媒体平
台是专门服务中老年人的机构，
用户 1000 多万。 北京十方缘老
人心灵呵护中心自 2011 年起组
织义工、社工为养老机构、社区、
医院的临终重症、 失能失智、高
龄、独居老人提供专业的心灵呵
护服务，倾听与陪伴老人，让老
人在宁静祥和中走完人生的最
后路程。

“由于年龄因素，很多老年
人对死亡这件事或多或少已经
有过思考，但他们对生命教育比
较陌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
迫切的需要生命教育。 ”谈起这
次公益活动的初衷，北京大妈有
话说新媒体平台负责人边长勇
对记者说。

据介绍， 这次生命教育活动
共分为三场线上直播活动和一场
线下活动， 直播邀请了清华长庚
医院、 厦门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
路桂军、 北京十方缘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方树功、 北京儿童医院周
翾，分别从人生怎样才能善终，面
对亲人或晚辈离去如何陪伴与呵
护等角度与中老年人交流， 共有

数十万中老年人观看直播。
据主办方介绍，这次生命教

育活动让他们有不少没想到的
东西，老年朋友对这场生命教育
的态度很有意思，他们不但观看
热情高，而且积极提问。 但是社
会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个话题的
准备，每场直播都会遭遇限流或
处罚，平台方会把生命教育看作
一个负面话题，这种不同的态度
反而值得社会思考。

清华长庚医院、厦门长庚医院
疼痛科主任路桂军一直是生命教
育的提倡者， 并大力推行生命教
育。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接触生死
问题越早， 对此考虑得越是通透，
其决定越理性。“比如说我是个肿

瘤末性患者，我的孩子告诉我是炎
症，那炎症肯定能治疗啊，我从来
没有做好死亡的准备，那突然有一
天，实在瞒不住了告诉我了，我什
么事都来不及处理了。 ”

“我们进行死亡教育的目的
是希望大家对生命看得更透彻，
从而活出自己生命的意义。 ”北
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负
责人黄金颖对记者说。 （李庆）

数十万中老年人体验生命教育

据《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
白皮书》调查统计 ，全国走失
老人一年在 50 万上下， 平均
每天走失老人约为 1370 人。
其中，独居孤寡老人、老漂族、
老年认知症患者为走失高发
人群，该类型人群因伴有认知
障碍、语言不通 、社交单一等
特征，导致走失后寻回概率较
低。 我国的老龄化伴随着大规
模的人口流动，使得老人走失
问题更加复杂 ，失智、缺乏子
女照料与陪伴成为老人走失

的主因。
近日， 深圳市老龄事业发

展基金会、腾讯手机管家、腾讯
公益、 腾讯 SSV 银发科技实验
室、 腾讯守护者计划、 腾讯黑
镜， 联合发起“老小孩守护行
动”，聚焦老年人出行安全场景
与痛点，依托产品技术能力，加
速推进适老化改造进程服务银
发人群， 并搭建子女与长辈的
沟通关怀场景。 通过“科技+公
益”模式，呼吁社会关注老年人
出行安全，倡导“陪伴是最好的

防丢牌”。
今年 99 公益日，“老小孩

守护行动” 即与腾讯公益共建
“老年人出行与陪伴常识 ”题
库， 发起 # 老小孩守护行动 #
公益答题，引导用户为“关爱陪
伴 10000 名乡村孤寡老人”公
益梦想筹集小红花，目前，该梦
想已成功达到 2400 万朵小红
花的目标值， 后续将由腾讯基
金会启动对应资助， 为乡村孤
寡老人送去日常生活物资支持
与陪伴服务。 （张明敏）

科技助力老人防走丢
腾讯发起“老小孩守护行动”

9 月 20 日，在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东西部协作处的支持下，
“友你安心” 新农人帮扶计划在
广东徐闻县开班，来自该县菠萝
产业种植大户、小微企业负责人
等 50 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 7 天， 课程内
容以“三农”短视频、直播带货作
为核心主题， 由有着多年实战经
验的专业讲师带领，从短视频、直
播销售场景出发挖掘产品卖点、
分析潜在客户、洞悉选品规则、打
造精品网货， 系统地学习账号创
建、人设定位、网店开通、短视频
拍摄技巧、短视频内容创作、直播
带货技巧、直播场景话术等知识，

并通过“学习+练习”的方式在培
训中分组进行短视频创作和直播
带货实战演练。

线下培训结束之后，“友你
安心”计划还将提供为期 6 个月
的创业孵化指导，提供线上社群
活动、创业导师督导、产品品牌
方案打造、万人视频账号孵化等
系列支持， 真正培养一手拿锄
头、一手用手机，既会种菠萝、又
会卖菠萝的双栖新农人。

除了赋能支持徐闻菠萝产
业新农人的发展之外，项目还将
联动包括伊利安慕希在内的更
多直播资源，为徐闻菠萝销售搭
建更宽广的平台。 （张明敏）

“友你安心”在粤培训新农人

9 月 22 日，2022 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强协作 促振兴—社
会帮扶在行动” 在重庆黔江区
启动，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
蚂蚁集团宣布继续加大 160 个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投
入：在支付宝上线助农频道，为
重点县农产品免费提供长期展
示窗口。 上线当天，该频道已有
33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特
色农产品进驻。

蚂蚁集团乡村振兴部总经
理厉建良介绍，蚂蚁集
团决定将有 3 亿+用
户使用的支付宝芭芭
农场作为助农阵地，为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县开辟线上“助农
频道”； 为以 160 个县
为主的县域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小微营农主
体，提供免费流量及直
播等互动阵地，让 160
个县的农户可以在支
付宝端销售自己的农
产品，做大自己的县域
品牌，帮助更多农户增
收创收，实现可持续的
发展。

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副秘书长丁亚冬表示，在
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帮扶司
的指导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将继续联动蚂蚁集团公益
合作伙伴，聚焦 160 个国家重
点帮扶县，助力乡村发展。 其
中，今年内助农频道将至少覆
盖 50 个县， 力争三年实现全
覆盖。

据介绍， 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与蚂蚁集团的助农合作于
2021 年 4 月启动。当时，四川省

雅安市石棉县的黄果柑因疫情
滞销，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联
合蚂蚁集团在支付宝紧急上线
了公益助农专场活动，30 万斤
黄果柑 3 小时售空。 蚂蚁集团
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正式启
动了百县百品助农项目， 截至
目前， 项目已经覆盖 21 省 137
个县，超过 26 亿人次的网友访
问助农活动，覆盖了 44 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助销农
产品超过 1000 万斤。 （李庆）

携手支付宝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上线助农频道

� � 日前， 北京市海淀教育基
金会联合多家爱心企业及组
织举办“益启爱”公益活动。 该
活动在“99 公益日”期间共支
持“草原上的爱心书屋”与“大
爱无碍特教关怀”两个公益项
目，为改善少数民族偏远地区
学生阅读条件添砖加瓦，为特
殊教育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提供助力。

在各个爱心组织的热情参
与下，“益启爱”公益团队积极带
动身边爱心人士助力项目传播
推广。 截至 9 月 9 日下午，将近
4500 人次参与活动，效果显著。

在“益启爱”公益活动中，
联想、太极、拉卡拉、佳讯飞鸿、

SACC 校友会等多家爱心单位
通过画展、义卖、爱心明信片、
爱心徒步活动等形式动员员工
参与， 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社
会公益事业，践行社会责任，诠
释企业责任感与使命感， 让爱
不断传递。

除此之外，“益启爱”公益团
队还在中关村图书大厦、新海大
厦设立募捐展位， 通过宣传劝
募、答题、捐花、写寄语、录制爱
心视频等形式吸引公众参与，为
筹款助力，让爱加倍。

北京市海淀教育基金会诚邀
各界爱心人士助力慈善，共同为推
动教育公平发展贡献力量，谱写新
时代教育美好篇章。 （张明敏）

北京市海淀教育基金会
“益启爱”活动效果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