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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壹基金温暖包正式启动
将为困境儿童发放六万个温暖包

近日，2022 年壹基金温暖包
计划正式启动，将有超过六万个
温暖包在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为困境儿童发放。

壹基金温暖包计划是针对
欠发达地区和受灾害影响地区
儿童的生活和心理关怀需求而
设立的公益计划。 自 2011 年启
动至今， 已累计联合超过 2000
家爱心团队和 16 万人次志愿者
参与行动， 为超过 87 万人次困
境儿童送去温暖关怀。

爱心传递
温暖成长的孩子更懂得爱

十多年过去， 曾经收到温暖
包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 他们
以不同的方式重新与壹家人相
遇。2022年 4月，糖糖（化名）在壹
基金的线上活动中留言， 讲述自
己 9 年前收到温暖包时的故事。
她说：“曾经你帮助过我， 现在我
长大了，我也可以帮助别人。 ”

今年是春梅成为志愿者的第
六年， 公益是她为自己曾经不开
心的生活重新寻找的一份光亮。

她常常是温暖包分装现场最沉
默、忙碌的一个人，但当有人需要
帮忙时，她又是最热情、最积极的
那个。她说：“参加完温暖包活动，
感觉这一年总算没白过。 ”

探索创新
项目管理数字化解决方案

十多年来， 壹基金对温暖包
中的物品进行了多次升级更新。
今年的温暖包依然配备了棉衣、
鞋子、 围巾、袜
子、 护手霜、书
包、 兜兜玩偶等
十余种物品，同
时增加了为学龄
前阶段儿童准备
的新书本， 为更
多困境儿童提供
帮助。

2022 年 壹
基金温暖包在项
目数字化方面有
了新突破， 通过
菜鸟成熟的供应
链能力， 实现了

温暖包从供应商揽收、 仓内分
拣、跨省转运、多点配送、末端签
收一体化服务，做到了全过程在
线追踪、颗粒度管理，同时双方
共同开发温暖包追踪系统，该系
统依托“电子面单”，将温暖包的
发放和签收过程进行全链路记
录。 社会组织伙伴在每个项目执
行环节用手机扫一扫码，就可以
及时回传数据和素材到项目管
理后台，使签收更便利、数据更
准确、工作更高效。

人人公益
壹起助力儿童健康成长

2022 年壹基金温暖包计划
获得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
支付宝公益、字节跳动公益、美
团公益、 新浪微公益、 中银公
益、轻松公益、哔哩哔哩公益、
易宝公益、 平安公益、 小米公
益、芒果公益、中国移动公益等
多个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的支

持， 各平台以公益页面专题推
荐等多种形式向公众推荐温暖
包项目信息， 呼吁公众关注困
境儿童。

2022 年度壹基金温暖包计
划还得到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
晨光彩虹公益、首创证券、腾讯
视频、 菜鸟、3M 中国有限公司、
贝壳公益、天兴诚科技、招商财
富、招商银行、招商银行信用卡
中心、周六福珠宝、深圳依时货
拉拉科技有限公司、vivo、深圳海
上世界 、LCM 置汇旭辉广场、
Rotary Club in Beijing 等爱心
捐赠伙伴的支持， 腾讯荟聚、知
乎、凤凰网公益、公益时报、搜狐
号等爱心传播平台的支持。

其中，腾讯视频汇聚每一位
VIP 用户爱心， 以积分公益捐的
方式为困境儿童筹集温暖包。

“双 11”期间，腾讯荟聚特别联合
腾讯公益、壹基金共同发起“公
益好店 暖冬行动”公益计划，以

“会买，也会表达爱”为主题，号
召腾讯荟聚平台上的爱心商家、
爱心用户一起关爱受寒儿童，守
护孩子冬天的快乐。 （李庆）

住友制药连续三年捐助 CAFF花园项目
持续助力心理健康公益事业

在近日举办的第五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住友制
药宣布为 CAFF 花园项目续
签为期一年的捐赠协议。住友
制药将通过向北京新阳光慈
善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80 万
元，用于为严重精神障碍家庭
及其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子女
提供志愿公益服务。这也是自
CAFF 花园项目创办以来，住
友制药连续第三年为该项目
提供捐助。

CAFF 花园项目联合发
起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

医师马弘教授，住友制药集团
中国董事长兼总裁纐缬义隆
出席了捐赠仪式，北京新阳光
慈善基金会发起人、秘书长刘
正琛通过视频致辞，共同表达
了对项目的期待。

据悉，CAFF 花园项目是
国内第一个为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家庭及其未成年子女提
供服务的公益项目，也是一个
探索减少精神疾病代际传递
的科学项目。 成立 4 年半以
来，项目先后投入了大量相关
的研究，为实施有依据的公益

服务提供了科学参考， 并在
10 个试点地区开展了各种公
益活动，从社会层面给予了严
重精神障碍子女各种支持。

住友制药集团中国董事长
兼总裁纐缬义隆表示 ：“从
CAFF花园项目创立开始，我们
也很荣幸可以和合作伙伴一
起， 共同关注和改善患者及其
家属的身心健康。 我们将继续
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
与合作伙伴一起， 坚定不移地
继续在中国践行住友制药的企
业社会责任。 ” （张明敏）

福彩公益金助力社会组织
关爱乡村儿童心理健康

近日，福彩金“开绘啦”
阅读点亮心灵公益项目在湖
南多地展开。 据了解，该项目
是在湖南省福彩公益金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的支持下， 由湖南李丽心灵
教育中心于 2021 年 9 月正
式启动。 该项目以绘本为核
心载体，在湖南郴州、怀化、
永州、衡阳、邵阳、益阳等地
区的 10 所乡村学校开展绘
本阅读课程， 普及标准化儿
童心理健康活动， 协助以留
守、 困境为主的儿童群体养
成良好的自主阅读习惯，提
升其爱的能力与情商能力，

服务儿童近 500 名。
日前， 邵阳县下花桥镇又

兴小学教师刘思思在学校开展
了“开绘啦”第一课《戴星星的
鳄鱼》。 随后，安化县烟溪镇十
八完小教师李娜用绘本《米莉
的帽子变变变》启动项目授课。
接着， 城步县儒林镇浆坪中心
学校、太和堂镇希望小学、安化
县奎溪镇木榴完、 靖州县甘棠
镇中心小学、 蓝山县楠市镇楠
市中心小学纷纷启动项目授
课。 通过线上训练营的学习，项
目培育乡村教师用故事引导儿
童学会发现和感受生活中的
爱，并愿意付出爱。

据悉，“开绘啦”阅读点亮
心灵公益项目通过匹配“工具
包+专题训练营” 的形式为教
师提供专业指导，并捐赠绘本
图书角， 为班级各配备 50 本
精装绘本，帮助乡村教师学会
用讲故事代替讲道理， 用趣
味互动带领儿童提升想象力
和自信心， 帮助孩子们养成
良好的自主阅读习惯， 提升
其爱的能力与情商能力。 孩
子们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开
始勇敢地分享和表达，用一个
个有趣的想法和伙伴们交流
碰撞，在白纸上描述了自己的
憧憬和故事。 （于俊如）

日前，中华儿慈会“守护困
境儿童 共筑美好明天” 主题公
益活动在京举行。 杨肸子、孙泽
源、傅方俊、黄羿等受邀担任“困
境儿童守护大使”， 为“困境儿
童”发声，呼吁社会各界的爱心
企业、爱心人士等携手共同关爱
和保护困境儿童。

2021 年 6 月，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 正式实施；2021
年 9 月，《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正式发布，纲要当
中多处提到针对孤儿、 留守儿
童、 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生存
权、受保护权和发展权的相关内
容， 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流动儿
童、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关爱
保护中来。

2020 年 1 月，中华儿慈会理
事长王林在儿慈会成立十周年
感恩答谢会上明确提出，未来五
到十年，中华儿慈会会继续聚焦
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整合各方
资源，助力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
的关爱保护。

中华儿慈会自成立以来就
高度重视“困境儿童”这一人群，
2010 年玉树地震之后，儿慈会从
青海接回了 100 多名地震孤儿，
承担起了抚养他们长大成人的
重任，目前这些孩子已基本都已
顺利升入了大学，继续自己的求
学之路。

2012 年，公益行业的第一条
公益救助热线“400-006-9958”
正式启动，该条热线被誉为民间
儿童医疗救助的“120”。 目前

9958 救助中心重点关注 0-18 岁
的困境儿童，设有儿童“医疗救
助、关爱工程、融合教育和保护
联盟”四大项目版块，整合“资讯
信息服务、筹资渠道服务、救助
执行服务”三大功能。 2021 年全
年，共计支出 2.7 亿元，救助困境
患儿 1.6 万人次。

2020 年 6 月， 中华儿慈会
启动“留守儿童关爱计划”项
目，旨在携手爱心企业、公益机
构、 名人明星针对留守儿童的
心理、安全、营养、陪伴等多方
面进行帮扶， 探索社会组织参
与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有效路
径和模式。

2022 年年初， 中华儿慈会
启动“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领域扫描及案例研
究”，聚焦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服
务的关键供给方—社会组织 ，
通过行业扫描梳理公益机构和
项目现状， 为关注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议题的社会各界提供公
益视角， 该报告也将于近期对
外正式发布。

此外， 中华儿慈会近些年
还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开展了
农村幼儿学前教育、乡村阅读、
儿童主任督导培训等多方面的
工作， 全方位助力困境儿童的
教育与发展。

本次活动从 11月 20日开始，
持续到 12月初，活动期间内，围绕

“守护困境儿童”这一主题，儿慈会
将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
旨在呼吁全社会的关注，一起守护
困境儿童的成长。 （张雪弢）

中华儿慈会携各界
“守护困境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