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
（以下简称“思源工程”）联合艾多
美（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
多美”）开展“因爱出发、温暖童
心”捐助活动，向四川省甘孜州石
渠县、德格县捐赠“温暖童心包”，
为乡村儿童捐赠御寒衣物、 保温
杯等， 帮助孩子们度过一个温暖
的冬天。

思源工程副秘书长陶鸣在致
辞中表示， 思源工程在甘孜州开
展“思源救护”“故宫小书包”“思
源方舟”等公益项目，帮助当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2023年，思源工程除了联合
艾多美向石渠县、 德格县捐赠
1300 个“温暖童心包”外，还将在
当地落地开展“思源·空中课堂”
等公益项目， 不断支持甘孜州经
济社会发展。

艾多美总经理朴炳宽在致辞
中表示， 为了让孩子们度过温暖
的冬天， 艾多美与思源工程在腾
讯公益平台共同发起了名为“为
艾行动、益起出发”的爱心活动，
用爱心步数兑换善款， 为孩子们
添置过冬衣物，温暖他们的心灵。
其中，艾多美经销商、会员、员工、
海外伙伴共计 4.5万人积极参与，

共筹集 100 万元善款用于该项
目， 除了资助四川省石渠县和德
格县， 还资助吉林省白山市的乡
村孩子。 今后，艾多美继续秉承企
业的分享文化———“在社会中取
得的利益、 会再次返还给社会”，
始终相信只有能够维持自身健康
发展，合法创收效益，并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关怀困境群体的企业，
才能取得更加长足的发展。

在捐赠仪式上， 石渠县组织
部常务副部长杨淋表示， 本次捐
赠将鼓励孩子们树立远大志向，
用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 并激励
石渠县、 德格县两地干部群众积
极进取， 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交
往交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共同建设美丽的家园。

“因爱出发、 温暖童心”活
动，是通过向偏远、寒冷地区的
乡村儿童捐赠“温暖童心包”，让
他们感受到生活和心理上的温
暖，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让孩
子们外出务工的父母少一份牵
挂与担忧，让孩子们年迈的爷爷
奶奶更加放心。“温暖童心包”具
体包括棉服、围巾、手套、帽子、
袜子、保温杯、书包等保暖物品
和学习用品。 （徐辉）

艾多美向甘孜州儿童捐赠
1300个“温暖童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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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公益多渠道发力 助力建设美丽中国
2017 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与美团外卖青山计划共同发起青山
公益专项基金， 用于支持青山计划
环保行动。据悉，这是餐饮外卖行业
首个绿色环保公益专项基金， 先期
由美团外卖投入 300万元资金。 为
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的链接作用，
带动商家参与公益项目，2018 年 3
月， 该专项基金发起“青山公益行
动”，平台商家可自愿申请成为“青山
公益商家”。消费者每在“青山公益商
家”完成一单消费，商家即捐赠一定
金额善款（0.01元起），用于支持环保
公益项目。 自行动发起以来，青山公
益商家的数量快速增长， 由 2018年
的 2万家增加到 2022 年 8 月的 80
万家，截至目前已完成超过 57.8 亿
笔公益订单。

2017 年以来，青山公益专项基
金围绕公众环境意识倡导、 外卖行

业环境友好、 生态扶贫和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四个目标， 支持开展了
青山公益合作伙伴计划、 外卖包装
推荐名录及外卖包装环境友好创新
产品孵化项目、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
放 NGO基金项目、 青山计划环保
顾问团专家视点栏目、 青山公益自
然守护行动等一系列公益项目。 专
项基金落地公益项目超过 80个，其
中资助的生态扶贫和自然守护行动
项目直接受益群体超过 32600人。

2022 年 12 月 27 日，在青山公
益专项基金的资助下，“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青山公益生态环
境志愿服务项目”正式启动，项目
计划到 2025 年， 在全国分批资助
100 家以上环保社会组织深入城市
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打造生态环境
志愿服务优质品牌。

自成立以来，青山公益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发挥平台优势，联合
外卖商家、包装供应商、科研机构、
行业机构和外卖用户等各方力
量， 为生态环境保护添砖加
瓦，成为互联网外卖平台履行
社会责任、参与社会治理的杰
出案例。 其资助的公益项目
囊括了环保宣教、 节能低
碳、生态修复、生物多样
性保护及乡村振兴
等等多个方面，取
得了丰硕成果。 新
年伊始， 青山公益
将在聚焦主业的同
时锐意创新， 努力
突破， 围绕生态文
明建设的主旋律，
为建设美丽中国助
力， 将公益项目落
到、落响。 （徐辉）

电影《满江红》携手轻松筹传递勇气和力量
近日，福布斯发布 2023 年

度全球最受期待电影榜， 全榜
共 25 部电影。 张艺谋执导的
《满江红》上榜，是其中唯一一
部华语影片。 影片在 2023 年春
节档上映， 讲述南宋时期一群
义士铲奸除恶的故事。

作为《满江红》的公益联动
合作伙伴，多年来，轻松筹一直
凝聚社会爱心力量，以“让每个
家庭都拥有应对疾病的勇气和
力量”为使命，传递善良传递正
能量。

进入互联网时代， 公益传
播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发
展。 从“地球一小时”到“冰桶挑
战”，这些都是近些年在互联网
上兴起的并且广泛传播的公益
项目， 公众也因为这些传播事
件，开始关注公益事业，关注到
需要帮助的人。 作为互联网公
益事业的先行者， 轻松筹善用

自己的优势， 探索出一条能够
扩大公益影响力、 增强公益传
播力的道路。

为了更好地践行慈善公益
事业， 轻松筹与中华慈善总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充分
利用优势资源，动员社会力量，
在紧急救援、扶贫济困、医疗救
助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同
时，双方还联合发起“善济病困
工程”，合力打造富于特色的慈
善项目品牌，致力于为我国“互
联网+慈善” 深入融合打造新
典范。

在“互联网+”助力下，人们
的善心在平台上迅速整合，轻
松筹积极探索“明星+公益”创
新模式， 通过与明星 IP 的绑
定，充分带动“明星粉丝”的参
与度， 拉近粉丝与公益之间的
距离， 越来越多的明星带头为
公益站台，让粉丝的“追星”变

得更有意义， 更极大地拔高了
人们参与“人人公益”“指尖公
益”的热情。

目前，轻松筹与爱心明星
在公益上的推动成绩显著，涉
足了助学、助医、扶老等多个
公益领域。 同时，轻松筹还将
继续探索“明星+公益”的更多
想象， 做到扩大正能量传播、
让流量向上向善， 让粉丝文
化、 网络文化与时代同频共
振，为公益事业凝聚更大的爱
心力量。

此次与《满江红》的合作，
是轻松筹公益道路上的延续，
双方将展开多维创意合作，旨
在传递勇气和力量， 维护正义
的使命。 未来，轻松筹将继续致
力于推广公益行动， 携手合作
伙伴、公益机构，将公益的种子
播撒在更多领域， 让全社会充
满正气、正义。 （苏漪）

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副秘书长陶鸣（左）和副秘书长陈颖向四川
省石渠县和德格县递交捐赠牌

“链家·西部温暖计划”为西部孩子送冬衣
近日，北京链家在北京市

朝阳区梵谷水郡社区举行“链
家·西部温暖计划” 升级启动
仪式，并联合社区开展现场捐
赠活动，为西部的孩子们送去
保暖衣物、书籍、玩具、文体用
具。 活动当天，天空中突然飘
起片片雪花， 天气虽然寒冷，
居民们的心中却暖洋洋的。

早在 2021 年 11 月底，在
北京市朝阳团区委的指导下，
北京链家就成为“西部温暖计
划”的联合主办单位，携手北
京乐予慈善基金会为西部孩
子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2022
年， 北京链家 1400 余家门店
化身爱心物资募捐点，组织开
展站点收捐和社区捐赠活动，
募集衣物 16500 余件 、 图书

7780 余册，累计为西部的孩子
募捐约 9 吨物资。

北京链家党委书记尹晓
珺介绍，接下来，北京链家将
依托线下门店分布广、距离社
区近、 员工数量多的优势，加
大投入力度， 深度联合各街
道、社区，动员更多社区居民
参与，为西部偏远地区孩子募
集更多爱心物资。 与此同时，
北京链家将不断丰富捐赠形
式， 对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
川省大凉山等地区进行定向
捐赠，并组织捐赠方和社区居
民实地走访。

截至目前 ， 北京链家与
北京乐予慈善基金会的合作
已走到第二个年头。“过去，
我们深度合作将西部温暖计

划项目带进很多社区， 激发
了很多老百姓心底的善意 ，
未来双方将走进更多社区 ，
让更多偏远地区的孩子感受
到来自千里之外的温暖和爱
意。 ”北京乐予慈善基金会理
事长张世杰如是说。

近年来， 北京链家一直在
积极探索公益项目， 为助力乡
村发展尽一己之力。 早在 2011
年，链家启动“爱心图书馆”公
益项目，通过社区集中募捐、链
家门店接收的方式募集图书，
同时配捐新书， 为偏远山区小
学建立“爱心图书馆”。 截止到
2023 年 1 月，链家公益累计捐
赠 206 所爱心图书馆，帮助 6.3
万名孩子通过图书“链”接未来
与梦想。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