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3 日，由字节跳动员工
自主发起的跳跳糖志愿者协会
正式成立。 记者了解到，该协会
旨在发扬“专业、务实、友爱、成
长”的精神，更好地连接公司各
公益社团的资源与能力，面向社
会提供丰富多元的志愿服务。 字
节跳动还特别设立了“员工公益
梦想基金”， 向志愿者协会中优
秀的公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帮
助更多好项目落地。 字节跳动员
工公益团队将在行业资源、专家

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帮助员工
志愿者获得公益实践机会、提升
服务能力。

据介绍，跳跳糖是字节跳动员
工志愿者的代称，寓意着活跃在志
愿服务第一线的员工，用实际行动
给受助者带去甜蜜、 温暖和希望。
自 2019年开展首次“跳跳糖”活动
以来，超过 9万名字节员工加入到
志愿者队伍， 在公司 30多个办公
区开展了 2000余场公益活动，并
自发成立了 46个社团。

这些社团有的来源于员工
的业余爱好，比如从公司内部的
读书交流群发展而来的读书社
团就将兴趣与公益相结合，除了
和留守儿童一起交流分享读书
心得， 还策划发起了图书捐赠
角。 有些社团发起于成员各自的
岗位、专业，由不同产品线的员
工组成的技术公益社团， 为善
淘、亿角鲸等公益机构开发软件
或小程序，帮助机构高效便捷地
提供公益服务；由用户体验设计
师发起的创新设计公益社团，为
“甲路纸伞”“瑞昌竹编” 等非遗

技艺注入新鲜创意，让更多年轻
人了解并喜欢上非遗产品。 还有
一些社团是基于具体的公益议
题， 譬如乡村成长伙伴公益社
团， 汇集了各职能部门的员工，
目前成员已经对接了 43 家乡村
企业，为各地乡村发展孵化出 23
个解决方案。

字节跳动员工公益负责人
表示，社团的发起有利于激发员
工公益热情，为志愿服务注入活
力与创意。“社团活动中，大家为
了同一个目标分工协作，可以更
多地了解社会，参与解决社会问
题。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员工
参与公益，通过各项措施鼓励员
工公益行为。 ”

此前，字节跳动推出“志愿
服务日”， 每位员工每自然年可
申请 1 天（8 小时）的全薪志愿服
务日，用于参与各项志愿服务活
动；同时，字节跳动还出台了配
捐制度，员工对字节跳动公益平
台上线的公益项目进行任意金
额捐赠后， 公司将按照 1:1 的比
例进行配捐。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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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设立“员工公益梦想基金”
扶持优质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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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中国退役军人关爱
基金会、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
金会联合新华网举行“老年退
役军人听力健康关爱行动”合
作签约暨公益项目启动仪式。
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理事
长包丰宇、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
基金会理事长龚树生、 新华网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谭玉
平、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
事长龙墨、 济宁祥炬置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永宽、 湖南健耳
听力助听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罗
晓云等出席本次活动。

龚树生在致辞中表示，中
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是国内
唯一一家专门针对听力医学发
展和听障人群救助工作的全国
性社会组织。“此次公益项目的
开展， 将构建持续性公益合作
模式， 在全社会推动听力健康
理念的普及， 积极倡导关爱退
役军人，用听力领域的公益性、

专业化服务为老年退役军人群
体提供听力健康关怀和支持，
积极践行健康中国。 ”

包丰宇谈道，尊重及关爱退
役军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中
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作为为
退役军人服务的全国性社会组
织，有责任、有义务动员社会力
量，关心关爱退役军人的生活和
身心健康， 在全社会不断营造

“拥军、爱军、崇军”的浓厚社会
氛围。

谭玉平在致辞中表示，作
为“老年退役军人听力健康关
爱行动” 全国性公益项目的支
持单位， 新华网将引导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到全国老年退役军
人的听力健康服务及救助公益
活动中。

龙墨认为， 退役军人理应
得到社会的关心、关爱，希望通
过这次公益项目， 让退役老兵
更好地聆听、更好地享受生活。

现场，捐赠企业、医师代表、
公益项目实施地区代表分别发
言。该项目得到了济宁祥炬置业
有限公司、湖南健耳听力助听器
有限公司等企业支持，国家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医学部、北京协和
医院、同仁医院等军地医疗机构
专家积极参与。

据悉， 该项目旨在倡导听
力健康理念， 凝聚听力领域优
质资源， 为全国范围内的老年
退役军人群体提供医疗健康公
益服务。 同时，项目将探索并构
建符合老年退役军人需求的专
业化听力健康公益服务帮扶模
式，并以此模式为基础，结合大
数据技术， 探索构建我国退役
军人医疗健康社会公益服务体
系。 项目为期五年， 每年将为
10000 名 60 岁以上老年退役军
人进行听力筛查、为 1000 名有
严重听力障碍的老年退役军人
验配助听器。 （张明敏）

“老年退役军人听力健康关爱行动”
构建老兵听力健康帮扶模式

近日， 由广州市青联委员何
珊发起，广东长江公益基金会、广
州市妇女儿童福利会与广州市小
家公益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微
光聚正阳”2023 微光计划启动会
在广州召开， 会议聚焦新发展阶
段乡村女性儿童的成长价值，为
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微光计划发起人、 洋葱集团
合伙人何珊在致辞中提到，发起
微光计划的初心是倡导女性力
量，“这股向阳而生的力量既坚韧
又美丽”。 2023 年，微光计划将积
极响应国家政策， 发挥社会榜样
力量的积极作用，持续深化女性
帮扶的公益课题，从能力和精神
层面帮助她们在独立成长中与社
会接轨，推动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 自微光计划发起以
来，困境群体背后的故事通过镜
头与文字被看见， 爱与希望通过
不同方式延续、传承。

活动现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
务中心管理员李凤兰分享了许多
重症患儿与病魔顽强斗争的片段，
见证了乡村困境家庭在关爱与鼓
励下重启新生活；中国民间剪纸非
遗传承人、何氏剪纸第六代传人何
丹凤讲述了在教学中，带动更多乡
村参与传统文化传承，同时也改变
自身生活状态的故事。

项目发起方表示， 希望微光
计划成为大家的“眼睛”，看见在
困境群体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
看见他们通过爱心帮扶发生的点
滴改变。 为给予这些群体更多支

持与关注，让温暖变得更有力量，
微光计划与多方公益力量联动，
为乡村群体传递希望， 为乡村振
兴聚力发声。

广东长江公益基金会及广州
市妇女儿童福利会代表表示，将
调动社会资源参与乡村振兴的积
极性， 对乡村妇女儿童给予系统
性支持与帮扶， 助力其物质与精
神的全面提升， 提高他们的获得
感与幸福感。

2023年微光计划将围绕乡村
女性、儿童与家庭的和谐进步，精
准帮扶乡村女性在就业创业中实
现自我提升， 让乡村儿童在关爱
与成长中实现全面发展。 项目将
从外部“输血”逐渐向内部“造血”
转化，驱动乡村更加稳健发展。

一方面， 通过帮助乡村女性
掌握手艺技术、 直播带货等就业
技能提升就业能力， 在改善生活
环境的同时创造自身价值与社会
价值；另一方面，为乡村儿童提供
美育教育的机会， 提升其才艺技
能与自我表达能力， 为乡村人才
培养铺路。 此外， 微光计划将组
织家庭美育活动， 在拓展眼界与
审美中促进农村家庭的家风建
设，让乡村女性和孩子共同进步，
推动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要求扎实推动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振兴。微光计划立足全局，以乡村
女性帮扶与乡村儿童成长为抓
手，以文化培育为乡村铸魂，助推
乡村多面发展。 （李庆）

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2023 微光计划持续聚焦乡村
妇女儿童帮扶

日前，由中和农信、中和乡
村发展促进中心联合中国老年
保健协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
（ADC）、阿里巴巴公益、阿里巴
巴达摩院共同发起的“中和晚
晴 AD 关爱计划”（以下简称
“晚晴计划”） 在四川中江龙台
镇启动。 中和志愿者小程序同
步上线， 为更多的中和农信员
工及相关爱心人士参与到“晚
晴计划” 等乡村公益活动提供
了新的便利工具。

阿尔茨海默病（AD）是困
扰人类脑健康的重要疾病之
一，该疾病目前难以治愈，但研
究表明， 可通过各种干预手段
有效延缓其发病进程。 随着我
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 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阿尔茨海默病
患病率已高达 5.7%， 患者数量
接近 1000 万。 面对逐年增加的
患病群体，提前筛查、早防早治
迫在眉睫。

然而， 目前我国许多地区
对阿尔茨海默病筛查并没有足
够的重视， 特别是农村等偏远
地区， 受医疗条件及居民认知
水平所限， 远未达到国家卫健
委提倡的 80%筛查率， 从而造
成大量患者错过治疗干预的黄
金窗口期， 不但降低晚年生活
质量，也为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晚晴计划”旨在通过中和志愿
者深入农村的公益服务队伍开
展积极宣导， 呼吁乡村中老年
群体重视， 通过科学筛查早防
早治。

中和乡村发展促进中心理
事长王行最表示， 中和农信作
为一家由公益项目发展而来的
综合助农服务机构， 一直致力
于为老人、 妇女等农村困境群
体提供公益援助。 中和农信遍
布 20 个省区的上百家分支员
工志愿小队， 将面向其所在乡
镇居民宣传阿尔茨海默病防治

知识，帮助村民正确认知疾病，
为长者使用“ADC 失智症筛
查”小程序进行认知风险初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
生中心副主任、中国老年保健协
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ADC）副
主任委员况伟宏表示，绝大多数
老年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老年
人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识不足，

“对于爱忘事、 不爱说话等症状
不太重视，甚至认为这是岁数大
导致， 但等到病情严重就晚了。
如果早发现早诊治，可以在早期
药物干预下延缓发病，甚至减少
发病率能达到 30%。 ”

据介绍， 此次筛查中使用
的小工具是中国老年保健协会
阿尔茨海默病分会（ADC）联合
阿里巴巴达摩院精心设计的一
款小程序。 该工具依托先进的
AI 技术， 能够对老人的认知交
互行为进行深度理解并做出预
判，操作简单方便。 （张明敏）

中和晚晴 AD关爱计划：
技术公益赋能阿尔兹海默症筛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