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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梁柱健康公益保险项目五周年
惠及超 1435万低收入群体

近日，《蓝马甲数字助老公
益行动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评估报告”）发布。 评估报告总
结了“蓝马甲数字助老公益行
动”（以下简称“蓝马甲行动”）
的效果与影响力， 提炼了项目
在数字化时代助老的新路径、
新方法和新模式， 有助于项目
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

受浙江省蚂蚁公益基金会
（以下简称“蚂蚁公益基金会”）
委托， 北京市倍能公益组织能
力建设与评估中心通过问卷、
实地调研、 访谈、 政策文献分
析、对比研究、专家研讨等方法
执行了评估。

蓝马甲行动是由蚂蚁集团
发起、 蚂蚁公益基金会和社会
各界公益机构共同参与的公益
行动。 在国家反诈中心、全国老
龄办、工信部反诈中心指导下，
项目与各地政府机构、 公益机
构、 企事业单位共同搭建了一
个“人服务人”的数字助老志愿
服务平台。 项目以“手机不会
用，安全防诈骗，就找蓝马甲”
为口号，聚焦适老化服务议题，
普及反诈知识、 助老学用智能
手机、提供社区服务等。

自 2020 年发起以来，项目
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可复制的模
式，通过探索标准化路径，在实
践中不断优化升级， 较快地实
现了规模化发展。 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 项目已走进 25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100 多座城
市，联动超过 100 家合作伙伴，
举办了三万余场活动， 服务 39
万余人次，调动 2.6 万余名志愿
者参与服务。

评估报告发现， 蓝马甲行

动的服务形式持续创新。 在社
区讲座和驻点服务基础上，项
目延展出沉浸式防骗展、 答案
展、 微站点、 大篷车等体验场
景； 志愿者的足迹从一二线城
市社区， 逐步覆盖到乡村振兴
重点地区；100 多门线上课程、
防骗漫画、 蓝马甲数字助老志
愿服务平台小程序、应用 AI 技
术的“数字助老实验室”等都在
践行着数字人文关怀。

评估报告显示， 受益老人
增强了智能手机应用的信心与
能力，提升了反诈骗意识，较好
地解决了一部分数字生活和反
诈防骗等方面的常见难题。 此
外， 项目较好地调动了受益老
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部分老
人自愿成为志愿者。 项目形成
的“银龄互助模式”让老人影响
老人，用温暖传递温暖。 项目有
五支固定的老年巡讲团常年在
一线发挥余热。 同时，在本次评
估调研的 500 名老人中，有
25.4%的人愿意在未来成为银
龄志愿者。

据介绍， 蓝马甲行动搭建
了一套标准化的“事前-事中-

事后”志愿者管理体系，和青年
志愿者群体共同成长， 使其在
提供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能够收
获“理解尊重老年人”“提升服
务能力”“增强社交能力” 等方
面的成长。

为本次评估工作提供学术
支持的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强表
示，要穿透“反诈防骗”“数字助
老”本身，感知志愿服务行为背
后老人真正的需求。“蓝马甲行
动在数字化助老方面具有一定
创新优势， 需要与全社会共同
努力， 多方参与搭建社会治理
共同体， 助力全社会助老防骗
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

作为一次应用性与发展性
评估，项目评估认为，蓝马甲行
动已经在社区、公众、行业、政
策层面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力，初步形成了创新经验。 该报
告认为， 蓝马甲行动下一步应
加强系统化与专业化建设，强
化风险管理和完善志愿者管理
体系等， 以期在未来取得更大
的发展空间。 （韩笑）

近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启
动“点亮童年每一刻”公益倡导
活动，呼吁保护儿童免受一切形
式的暴力。 据介绍，该活动主要
面向家长、教师等与儿童关系最
为密切的成年人，倡导其践行积
极的养育和管教理念，呼吁全社
会更新观念， 终结儿童在家庭、
校园和网络环境中所面临的一
切形式的暴力。

“任何针对儿童的暴力都不
可接受，一切针对儿童的暴力都
可以预防。 ” 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方面指出，儿童遭受暴力侵害
在全球范围内是普遍现象。在家
庭中， 许多家长仍在用体罚、言
语攻击等暴力方式来管教孩子；
在学校里，一些儿童仍在遭受多
种形式的暴力，包括同龄人之间
的欺凌等。 作为“数字原住民”，
当代儿童也面临着网络欺凌、隐
私泄露、暴力色情信息等网络世
界中的诸多风险。

长期以来，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坚持与中国政府合作，在完善
儿童保护领域的预防及应对服
务方面开展了一系列项目与工
作，其中包括与养育相关的项目
以及促进《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
定》的落实等工作，此次公益倡
导活动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据了解，此次公益倡导活动
旨在引导公众进一步认识积极
的养育与管教，进而帮助家长与
孩子建立起彼此尊重、 信任、理
解并充分沟通的关系。这样的关
系将为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儿童更好地
应对其在家庭、校园和网络环境
中所遇到的挑战。

活动还致力于为中小学及
教师队伍提供相应支持， 为儿
童营造一个安全、 快乐的学习
与成长环境。 同时，活动还呼吁
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出台指导意
见、提供相关服务，为学校提供
相应的资源来支持上述目标的
实现。 （高文兴）

着力“技术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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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在国家乡村振兴局
（原国务院扶贫办） 和国家卫健
委的指导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阿里巴
巴公益、支付宝公益及蚂蚁集团
蚂蚁保平台联合推出顶梁柱健
康公益保险项目。 项目以贫困家
庭主要劳动力为受益主体，为
18-60 周岁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专属公益保险， 降低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发生率。

2021 年， 我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全面胜利。 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顶梁柱健康公益
保险项目在专家和社会各界的
指导下进行了优化升级， 不仅
拓宽了保障人群， 更加深了保
障内容。

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 顶梁
柱健康公益保险项目累计募集
资金近 3.9 亿元，惠及 12 省（自
治区、直辖市）110 县（市、区）
近 1435 余万低收入群体， 累计

理赔约 22.07 万人次， 累计理赔
金额约 3.3 亿元。

为进一步了解项目阶段性
效果和影响力，倡导更多的社会
力量继续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伟
大事业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邀请陕西妇女儿童基金会对项
目开展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对
项目成效做出专业分析。

受益人问卷调查显示，30.6%
的受益人认为项目赔付对家庭
有很大帮助；61.8%的受益人表示
理赔后“自付的住院费用明显减
少”；55.8%的被赔付人认为，项目
使家中参加生产或创收的人数
及时长有显著增加。 分析显示，
项目在直接减轻低收入患病人
群医疗支出的同时，还间接帮助
低收入家庭释放了因病所困的
劳动力，部分家庭将理赔款投入
生产中，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可
持续发展。

调查显示，在获知其享受顶

梁柱健康公益保险保障后，58.8%
的受益人“生病后更愿意去看医
生了”；53.2%的受益人“不用担心
没钱看病了”；51.3%的受益人“对
住院费不担心了”。

项目对低收入人群的“补充
性赔付”大大减轻了他们对看病
自付支出的担忧，在提升低收入
人群及早就医意愿的同时，部分
缴纳医保积极性不高的群众看
到同村住院的老乡获得医保、顶
梁柱健康公益保险项目的大额
赔付后，开始积极缴纳医保。 尤
其是在外务工的青壮年，医疗保
险缴纳意愿提升显著。

此外，77.1%的赔付受益人对
生活更有信心；66.7%的人相信未
来生活会越来越好。 项目县负责
人及乡镇、村（社区）理赔经办人
问卷调查显示，75.0%的县项目负
责人、67.4%的乡镇/村级理赔工
作人员表示项目增加了群众对
政府的信任。

项目通过保险的形式精准
帮扶深受疾病困扰的低收入人
群， 除简单增加这部分人群的
“收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项目
增加了基层干部与低收入人群
的交流，使他们充分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爱和
支持，为基层干部开展群众工作
助力。

14.3%的受益人、45.0%的项
目县负责人以及 60.5%的乡镇、
村理赔经办人认同项目有助于
增加受益人的生产投入；56.5%的
受益人、51%的理赔经办人和
75.01%的县项目负责人认为项目
有助于当地因病所困劳动力的
释放。

一方面， 项目通过提升低
收入人群就医意愿减少了低收
入人群大病的发生， 进而减少
了低收入家庭有限的劳动力因
为大病而导致的劳动力直接减
少， 以及因为照料患病而导致

的家庭劳动力间接减少， 促进
了当地劳动力的释放； 另一方
面，受益人得到赔付后，将赔付
金积极投入生产和创收中，通
过种植、养殖等提升经济水平，
促进生活富裕。

县项目负责人和乡镇 、村
（社区） 理赔经办人问卷调查显
示，81.5%的项目负责人及 90.9%
的赔付经办人认为项目有助于
减少或阻止低收入人群因病致
贫或因病返贫。 项目实现了“多
方协作+专业技术”的优势组合，
充分发挥不同参与方的价值，创
造了“公益+互联网+保险”的新
模式，通过互联网技术，项目极
大地提高了公益效率，降低了可
见成本， 带来了理赔的便捷、高
效和透明，实现了社会力量与国
家政策互补、对受益人的全覆盖
精准性支持，为行业高效、规模
解决困境群体社会问题提供了
借鉴。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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