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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走进学校
用艺术疗愈孩子

近年来， 科技企业已成长为
我国公益事业的生力军。 其中区
块链科技企业在社会公益领域也
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16 年 7 月， 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曾与蚂蚁集团合作上线首
个区块链公益筹款项目“听障儿
童重获新声”，实现善款流向全程
可追踪。 2018 年， 民政部发布的
《“互联网+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行动方案（2018-2020
年）》指出，推动慈善组织信息统一
公开与透明查询， 探索区块链技
术在公益捐赠、善款追踪、透明管
理等方面的运用。 2020 年 9 月 5
日， 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提出
并联合起草的《公益链技术和应
用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
国内首个区块链公益行业标准。
2022 年“99 公益日”期间，公众募
款总额超过 33 亿元，每笔钱花到
哪里、 相关项目执行情况都对公
众做到了公开透明， 背后依托的
正是腾讯公益基于腾讯安全区块
链，联合企业、行业协会、监管部门
打造的公益信用联盟链。

作为一家区块链科技企业，
欧科云链多年来始终引领区块链
行业与社会公益的结合发展。 依
托自身在“区块链+大数据”领域
的技术优势， 欧科云链与多地研
究机构、 公安机关建立了合作关
系，已协助 30 余个省市的民警侦
破多起新型犯罪案件。

与此同时， 欧科云链还与南
京公安研究院合作成立了“欧盾
链上天眼安全实验室”，成立至今，
已密切配合江苏、浙江、山东、广
东、 广西等地警方开展案件侦破
和加密货币查控服务。

在 2022 年“6·29 全国反欺诈

宣传日”期间，欧科云链携手百度
百家号、 中国警察网联合发起了
“全民反诈 天下无诈”公益征文活
动， 号召广大创作者围绕反诈主
题，撰写原创文章，分享反诈故事，
提高大家对各类诈骗方式的鉴别
能力和防范意识，减少网络犯罪的
发生，一个月内，共收集了来自科
技、财经、教育等多个领域，以及官
方网警巡查执法、交警、刑事辩护
律师等职业人员投稿 800多篇，向
人们揭露了多种网络诈骗手段，活
动的页面曝光量高达 2300 万，最
高单篇阅读量近 400万。

作为区块链领域的科技企业，
欧科云链一直以来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 凭借技术创新优势协助警方破
获多起涉虚拟资产案件， 有效守护
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为维护经济社
会安全稳定作出贡献。 鉴于欧科云
链在社会公益方面的探索和成效，
日前，欧科云链获评由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周刊》 主办的第十八届
“致信心：责任驱动未来”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论坛公布的“2022年度责
任企业”。

欧科云链副总裁、欧科云链控
股执行董事张超表示，企业诞生于
社会之中，只有紧抓机遇促自身与
社会共赢共振，才能实现商业价值
与社会价值共荣，欧科云链从创立
之初就坚持绿色发展、公益与商业
结合的发展观念，将社会责任融入
管理运营，在多次协助公安机关完
成案件侦破后推出了链上天眼产
品，并基于实际应用需求持续进行
产品和技术迭代升级。 未来，欧科
云链将继续坚持“技术+社会责任”
的发展理念， 守护社会财产安全，
提升中国数字金融安全水平，为
“数字中国”保驾护航。 （李庆）

欧科云链探索社会公益新路径

“自立小店”助力行动线上发布
微信支付为 4万个残障小商家纾困帮扶

近日， 微信支付联合广
东省残疾人就业创业促进
会、 广东省个体劳动者私营
企业协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广东省慈善总会、广东
省天行健基金会等相关机构
共同发起“自立小店”助力行
动———扶残助残精神文明实
践活动。

“自立小店”助力行动是
以“自强自立·奋进新征程”
为主题，通过结合“粤群通”
平台精准连接百万残疾人的
能力， 借助微信支付连接商
家和个人的优势， 聚焦广东
省约 4 万个残疾人个体工商

户的纾困帮扶， 开展的系列
扶残助残文明实践活动。

微信支付将为“自立小
店”免费提供五大专属关怀：
无障碍经营工具关怀礼包；
扶弱助残商家爱心保障；顾
客分享推荐小店及公益小红
花捐赠公益功能； 数字经营
培训系列； 专属客服一对一
咨询服务。 这些可让残疾人
小商家开店无障碍、 经营有
保障。

同时， 广东省残疾人就
业创业促进会联合相关机构
基于微信连接能力逐步推出

“公益助残优待卡”， 通过建

立扶残助残“绿色通道”，实
现公益行为数字化， 持续为
残疾人提供就业推荐、 创业
指导、 心理咨询等更加丰富
的公益优待服务及参加公益
助残“微心愿”活动权益。

“自立小店”助力行动将
在深圳、东莞、中山三座城市
率先落地，后续将在广东全省
铺开。

据悉， 自 2020 年以来，微
信支付发布“全国小店烟火计
划”，在线上线下一体化、经营
保障、数字化帮扶教育、降费让
利等多方面持续普惠中小商
家，助力提效减负。 （张明敏）

近日，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
发起“你好，心艺术！ ”———艺术
疗愈走进学校心理健康课堂活
动，选用“绘画疗愈”和“音乐疗
愈”两种艺术疗愈形式，特邀心
理专家定制研发“艺术疗愈零基
础课程”，围绕孩子们最常见
的“情绪”问题，帮助其更好
地识别情绪、理解情绪、处理
情绪。

此次心理疗愈走进课堂
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等多
渠道方式，充分发挥平台和
资源优势，联动北京、四川、
湖南、甘肃、陕西等几十所桥
爱心理健康课堂项目校同
步开展。 以四川雅安地区为
例， 桥爱在 33 个项目校的
92 个授课班级中开展心理
健康课堂，并配备教师用书
250 套、 学生用书 6850 册、
学生成长日记 6850 册。 同
时，桥爱派发给授课教师的

“课程包”十分用心，包含教案、
PPT、教具清单，以及需要打印的
挂图和贴纸文件，还有课堂上学
生创作时播放的背景音乐等。

“你好，心艺术！ ”活动作为学校
心理课堂的丰富和延伸，既有一

定的教学基础，又为缺乏艺术专
业训练的教师科学实施艺术疗
愈课程提供了有益探索。

“实际上学生很大可能会排
斥心理测试等太直接的方式，因
此我们综合了多位心理专家的

建议，选用了绘画和音乐两种途
径，来帮助孩子们打开心灵。 效
果非常可观，学生们在获得知识
的同时，心灵也得到释放。 ”北京
桥爱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代洁
表示。

艺术疗愈不仅聚焦学生，更
填补了非专业心理老师在辅导
能力方面的空白。 2021 年，由北
京桥爱慈善基金会联合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共同研发的“心
灵放映室”项目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与教材正式出版发行，包含教
师用书、 教学用具、 教学素材
（PPT、视频）、学生用书、学生手
卡等。 这为各地项目学校的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提供了系统的解
决方案和完整的教学工具，极大
增强了项目的可操作性、可复制
性、可持续性。

桥爱对艺术疗愈公益项目
的支持并不局限于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 早在 2021 年 5 月，桥

爱与中央美术学院联合设立了
“艺术治疗研究中心”，共同携手
开启艺术治疗在高校的科研与
教学。

除了支持中小学校心理健
康课堂、高校艺术治疗科学研究
和大师讲座之外，桥爱还走进基
层社区，开展“社区心理坊”，将
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和舒压疗愈
咨询服务带给社区居民、社区工
作者、 志愿人员和基层党员，在
共同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发
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

近年来，北京桥爱慈善基金
会积极投身关爱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服务， 用爱与专业治愈

“童”心。 截至目前，桥爱项目已
遍及北京、四川、湖南、甘肃、陕
西等地。 基金会资助研发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专业心理课程体系，并配
套提供解决方案，受益学生超过
8 万人次。 （徐辉）

水滴公司联合多家医院发起
“爱满元旦关爱行动”

2023 年元旦前后，水滴公
司联合中华慈善总会在全国
多家医院开展“水滴小善行
双周爱心节———爱满元旦关
爱行动”， 向一线医务工作者
送去节日礼物和祝福，希望他
们在工作的同时关注自身防
护和身体健康。

2020 年 8 月，水滴公司面
向全国医务人员启动“水滴护
医计划”， 为突发大病或遭受
意外伤害等情况下身处困境
的医护群体及其直系亲属进
行帮扶；2021 年 1 月， 水滴公
司联合中华慈善总会进一步

升级启动了“平民英雄守护计
划”， 向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
一线工作者提供物质鼓励和
精神支持；2022 年 4 月， 水滴
公司旗下水滴公益平台联合
爱心企业向上海龙华医院、复
旦儿科医院等多家医院捐赠
消毒凝胶、医用外科口罩等物
资， 并捐赠超 2 吨食品物资，
为医务工作者提供坚实的健
康和用餐保障，帮助一线人员
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工作。

水滴公司成立 6 年多以
来深耕大病救助领域， 截至
2022 年 9 月， 有超过 269 万

名大病患者在水滴筹平台筹
集了累计约 554 亿元医疗资
金； 水滴公益累计帮助公益
慈善组织筹款 12.4 亿元，用
于大病救助等公益事业。 在
服务大病患者的过程中，水
滴与全国各地的医院和医务
人员携手合作， 见证了医务
工作者的付出和坚守。

水滴将通过持续开展慰
问探访活动，积极号召更多人
参与到“小善行动”中来，做广
大医务人员的坚实后盾，共同
关注医疗和大病救助事业，传
递爱与温暖。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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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绘画疗愈课上孩子们集体创作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