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年前，李娟带着 10 岁的儿子上北京做了个大手术：肝移植。 两年前，她又带着 7

岁的女儿去武汉，同样是换肝。 两个孩子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肝移植，换掉脂
质代谢功能有缺陷的肝脏。

除了治疗问题，李娟更担心的问题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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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健康“小鹿灯”上线一周年
救助一个娃 点亮一个家

公益资讯 INFOS

近日，由上海市民政局指
导，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
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央财政
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项目（2022）———高质量发展
上海社区社会组织专业人才
培训班举行结业仪式。

据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
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介
绍，本次培训班线上线下共培
训 914 位学员， 在课程安排、
师资配备、学员交流讨论和食
宿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同时，徐家良介绍了 2021
中央财政支持社区社会组织
领军人才培训班学员自发联
合在金山区泖桥村设立“社会

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基
地”， 开展社会组织助力乡村
振兴的一系列服务活动取得
阶段性成效，袁帅、周金晶、孙
珍霞三位学员获得“2022 年社
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实践优
秀奖”。

现场为本次培训班优秀
学员唐敏、靳英丽、席正园、唐
春林、施耀庆、郭敏、王弘力、
魏元清颁发证书，为在场学员
颁发结业证书。

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组织
服务处处长赵宇表示，培训班
独树一帜， 做出了上海的特
色。 他希望社会组织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怀抱梦想、敢做
敢为，凝心聚力、打造项目，同

时也要爱惜羽毛， 规范运作。
他表示，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组
织服务处会继续指导办好中
央财政支持的精品培训，做好
社会组织的贴心人、引路人和
娘家人，为社会组织提供更好
的服务。

从 2017 年开始，上海交通
大学已成功举办四届中央财政
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示
范项目， 在社会组织人才梯队
培养、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
振兴、 建设多维度交流合作平
台、 发挥智库作用升级优化培
训体系和带动社会就业等方面
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 为上海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发挥出高
校的独特优势。 （王勇）

一定要找到他们

2021 年 6 月 1 日，阿里健康
“小鹿灯” 儿童重疾救助平台上
线。 今年 7 月 5 日，阿里健康发
布 2022 年 ESG 报告，披露了“小
鹿灯”上线一年以来的收获。

杨栋栋是阿里健康公益“小
鹿灯”项目负责人。 过去一年，他
和伙伴们把 500 多位患儿陆续
送上救助流程，全都是有出生缺
陷疾病的患儿，这里面就有李娟
的两个孩子。

要精准地找到李娟这样的
家庭，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为此，“小鹿灯”团队探索
出一种“主动救助”模式，联合
各级政府、 专业基金会和优质

医疗资源， 去主动寻找那些由
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关注
的救助对象。

2021 年 11 月，“小鹿灯”项
目在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启动，
阿里巴巴驻阜平乡村特派员赵
晓东说，项目启动后，县妇幼保
健院在县卫健局、医保局、民政
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加强宣
传，通过张贴海报、入户摸排等
方式主动、 精准找到需求家庭，
讲解项目救助政策。

“小鹿灯”寻找救助对象的
一个重要路径是义诊。 项目组联
合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
会，和权威医疗专家一起组成义
诊团队，奔赴四川、青海、陕西、
贵州、云南等多个省份的欠发达
县域。

一定要帮到他们

在“主动救助”
模式下，“小鹿灯”
为有困难的重疾患
儿家庭提供就医找
药爱心通道， 对接
优质诊疗资源并提
供医保报销之外的
自付部分的诊疗费
用援助， 同时帮助
减轻赴外地就医带来的出行及
住宿负担。

另外，“小鹿灯” 也提供医
疗咨询服务， 例如对遗传病患
儿家庭的再生育指导， 对接整
合国内优质医疗资源， 提供康
复建议等。

一定要给予更多希望

那些需要救助的对象，大多
身处欠发达县域，可能面临就医
困境、经济困境、信息困境。“在
主动救助的逻辑下，我们需要做

三件事情，除了找得到、帮得上，
还要‘看得见’。 ”杨栋栋说。

看得见，是指患儿家长在“小
鹿灯” 平台上可以通过手机在线
申请项目救助， 实时查询救助进
展，对于项目全程“看得见”，让救
助更高效、便捷、透明。 （高文兴）

发挥高校独特优势
逾 900 名上海社区社会组织从业者接受专业培训

日前，芭莎公益慈善基金
联手网易云音乐推出了“雏音
计划” 童声陪伴公益行动，在
湖南省安仁县教育局、安仁县
教育基金会、北京德清公益基
金会、微公益平台、中华思源
工程基金会的共同支持下，为
安仁县的孩子们献上了自己
的一份温暖。

坐落于湖南省东南部的
安仁县位于罗霄山脉西段，永
乐江穿城而过，是我国重要的
劳动力输出大县，约半数孩子
是留守儿童。 但这里更被人津
津乐道的一个名字是中国的

“合唱童话县”，因为在这里的
49 所中小学中， 拥有 50 支校

级童声合唱团。 但作为一座在
2019 年正式脱贫摘帽的县城，
这里的合唱美育教育事业也
急需外界的帮助和支持。

活动邀请三组音乐人马
頔、许飞、鹿先森乐队，与安仁
县三支校级童声合唱团共同
合作了三首公益单曲，并将这
三首歌收录至《假如陪伴是首
歌》 公益专辑进行线上义卖，
所得将全额捐赠至“芭莎·课
后一小时” 美育公益项目，用
于支持孩子们的童声合唱美
育教育。

这三首歌分别以“期待”、
“花儿”和“悄悄话”为主题，表
达了孩子们真挚的心声以及

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据了解，“芭莎·课后一小

时”美育公益项目通过开发美
育课程、 培育乡村美育教师、
提供美育教学设备等方式，希
望让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的
问题得到缓解和改善，让更多
的乡村儿童能接受到美育教
育的熏陶， 助力乡村美育发
展。 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项
目已在 20 个省区市的 505 所
乡村学校改造了芭莎美育教
室并投入使用，受益师生逾 20
万人。 项目通过在美育教室里
开展美术、阅读、合唱等分级
美育课程，补充和丰富孩子们
的美育生活。 （武胜男）

芭莎公益携音乐温暖孩子们的心灵

日前，以“珍爱湿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为主题的大会在武汉
召开， 保乐力加中国在会上分享
了其在中国开展的红树林保护项
目一年来的收获， 并就湿地保护
的协同机制进行了探讨。

保乐力加中国公共关系与传
播副总裁王珏表示：“可持续发展
一直根植于保乐力加的基因之
中，‘滋养风土’ 更是我们深耕的
领域之一。 通过旗下品牌马爹利
针对红树林保护开展的有益尝
试，我们希望凝结社会力量，开展
多元化的活动与传播， 帮助提升
公众生态保护意识， 为生态文明
建设做出贡献。 ”

红树林保护修复初见成效

去年 6 月， 马爹利携手保护
国际基金会、 科研机构专家等社
会各方， 对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
湿地公园开展红树林保护和修复
工作。 自启动以来，该项目修复和
管护约 1.88 公顷红树林湿地，改
善了附近滨海生物的栖息环境。
此外， 项目团队还密切关注项目
点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定期开展
生态监测， 为评估项目生态效益
积累基础数据， 也为改进保护地
管理提出科学依据。

保护国际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刘晓海表示:“互花米草
入侵是中国乃至全球湿地生态修
复的重大挑战之一。 与马爹利的
战略合作是在红树林湿地生态修
复领域的一次积极探索， 为之后
的红树林相关工作提供扎实的理
论实践与操作经验。 未来，我们会

与马爹利持续深化在地工作，改善
当地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 ”

探索社区可持续发展

在开展湿地修复工作之余，马
爹利也致力于周边社区的可持续
发展并提升全民湿地保护意识。
自开展以来，项目持续鼓励周边社
区协同参与，不仅为湿地公园一线
管护人员提供生态监测培训，提升
其专业能力，还聘请当地居民参与
红树林治理和种植工作，提供额外
收入。

为在更大范围内提升公众的
认知和参与， 马爹利调动品牌资
源， 面向消费者开展了多元化的
科普宣传和体验活动， 如推出以
红树林为灵感的马爹利限量环保
酒袋， 并与芭芭农场携手开展虚
拟种植等趣味活动。 新一轮的消
费者互动活动———“马爹利蓝氧
骑士”也即将推出。消费者打开互
动小程序， 通过 AR 增强现实技
术， 即可随时随地在真实的生活
场景里“种植”属于自己的树苗，
并通过微信步数兑换等方式为自
己的红树换取成长“水滴”，获取
骑士勋章。

未来，马爹利将秉持“滋养风
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基于第一
年的经验和成果， 继续深耕红树
林的保护与修复， 扩大新造林面
积，做好红树抚育工作，并加强与
各方的深度合作， 在中国拓展新
的项目点。 集团也将继续深入推
进 《2030 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方
案》，致力“为环境找回好时光，让
地球变成好地方”。 （李庆）

保乐力加中国修复超 1.88公顷
红树林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