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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开创经纪人社区公益模式
6万余斤阿拉善沙漠小米进社区
� � 2016 年 12 月， 伟业我爱我
家集团依托其出资发起并经北
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我爱我
家公益基金会， 在全国 15 个城
市发起“感恩有‘米’——社区环
保公益行”公益活动。

我爱我家公益基金会采购
了由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在阿
拉善沙漠推广种植的 62500 斤节
水小米，由我爱我家的经纪人免
费将领取小米的“粮票”送到全
国 15 个城市的 10000 余户社区
居民的家庭中，让居民在吃到金
灿灿的小米的同时，也让他们了
解沙漠小米背后的环保故事，提
升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

阿拉善是中国第四大沙漠，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针对当地
生态环境特点推出阿拉善沙漠
节水小米。 经专业测算，相对于
玉米等传统高耗水作物，一斤沙
漠小米可以节约一吨绿洲地下
水，帮农民增收一元钱，并使每
亩产量提高三分之一，通过价值
的转化推动荒漠化治理。

两头都是公益

“这个项目的两头都是公
益。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
兼我爱我家公益基金会副理事
长胡景晖在谈起整个活动的创
意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说：

“项目的一头是阿拉善沙漠化治
理的环保公益；一头是动员经纪
人深入社区开展环保公益宣传
的社区环保公益。 通过 5 万名我

爱我家经纪人之手把‘沙漠小
米’免费送给社区居民，让更多
居民了解阿拉善，从而动员更多
的社会力量自愿加入到荒漠化
治理的公益事业中来，更大力度
地推动阿拉善的荒漠化治理。 ”

经《公益时报》了解，居民须
凭借一张精心制作的、印有二维
码的沙漠小米粮票才能兑换小
米。 兑换成功后，由第三方企业
将小米送到兑换者手中。 这一张
小小的粮票可大有学问，它不仅
解决了小米运输的问题，更重要
的是，通过我爱我家经纪人帮助
那些因为年长、残疾等不会操作
的社区居民进行兑换，双方可以
形成良好互动，经纪人可以借此
向社区居民宣传环保知识，加深
和社区居民的感情。

“房产经纪人在社区做公益
具有天然优势。 ”胡景晖对我爱
我家如何去做公益，有着非常清
醒的认识：做公益一定要发挥企
业的特长和优势，我爱我家的优
势就是在社区———房产经纪公
司和社区有必然的联系。

胡景晖介绍，目前中国已经
有 20 个城市的二手房交易量超
过新房。 大部分的开发商在卖完
房子后， 只可能会参与物业管
理，但是大量的后续存量房的再
次交易、 二手房转让和出租、社
区的维护等，都是由经纪公司来
负责。 经纪公司在社区存在的时
间更长，提供的服务更可持续。

我爱我家一直倡导经纪人
参与社区公益。 我爱我家在全国

15 个城市拥有 2500 家门店、5 万
多经纪人，这些经纪人常年植根
在社区。 2014 年，我爱我家出资
300 万元在北京民政局登记注册
我爱我家公益基金会。 在基金会
成立以前，我爱我家的经纪人就
一直在提供社区服务，包括为社
区的居民垃圾换绿植、免费应急
救助、免费复印、提供便民雨伞
等在内的很多公益活动。

提高行业公益水平

我爱我家公益基金会是房
地产经纪行业中正式在民政部
门登记注册的第一个企业基金
会。 基金会成立后，我爱我家开
展的公益活动开始更加专业、规
范和系统，且有了更加坚实的制
度和资金保障。

除了要立足社区做公益，我
爱我家公益基金会既要向社区
输入资源，比如这次赠送沙漠小
米的活动，也要从社区向外输出
公益，比如，2014 年，我爱我家把
从社区回收的闲置废旧电脑翻
新改造后，给北京朝阳区金盏乡
打工子弟小学———同心实验学
校捐建了“爱家多媒体教室”。 此
外，我爱我家还在和有关部门协
商，把门店作为中转站，收集社
区居民的废旧衣物，再经过专业
机构的清洗后捐给有需要的地
方。

最重要的是，胡景晖希望我
爱我家的 5 万经纪人能成为社
区公益的种子， 深植入社区，去

做更有普世性的
事情，比如 ，提高
社区的文明程度，
增强社区环保公
益意识，促进建立
互帮互助、和谐有
爱的邻里关系等。

要发挥经纪
人的优势在社区
做公益，也源于胡
景晖对于美国社
区公益的观察和
思考。 由于工作的
原因，胡景晖经常
去美国进行行业
交流。 他发现，他
在美国所接触到
很多优秀的房产
经纪人，大部分都
是社区公益组织
的组织者或者是
倡导者。

在 美 国 由
NAR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工会每
年组织的年会上，都会评选 5 名
优秀的经纪人，而每名获选的经
纪人都有自己感人的公益故事。

比如，曾有一位年长的经纪
人，她的儿子患有罕见心脏病突
然去世。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提
前诊断出这种疾病，她自发购买
仪器，去学校、进社区检查，挽救
了很多人的性命。 巴菲特旗下也
有一个房地产经纪公司开展了
“阳光照耀下的孩子”公益项目，
救助患有癌症等重症的少年儿
童。

当然，如今房产经纪行业本
身还存在各种问题，受社会公众
诟病的地方还比较多，胡景晖希
望通过我爱我家持续不断的公
益行为，能改善公众对房产经纪
行业的评价，并提高整个行业的
公益水平。

“通过经纪人向社区居民赠
送沙漠小米的行动，就是希望能
够告诉这个行业、 告诉经纪人，
他们的生意在社区、 工作在社
区， 他们天然就应该关心社区，
在社区中扮演好公益人的角
色。 ”胡景晖说。 （徐辉）

春运启幕，有子女的打工族
返乡时总习惯于往行李箱中塞
满给孩子们的礼物。 不能时时相
见，仿佛行李箱越沉、礼物越多，
就象征着对孩子的爱越深。 国家
将“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
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 无法
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 16
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 定义为
农村留守儿童。民政部摸排发现，
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
902 万人， 超过 90%集中在中西
部省份。而之前媒体数据则显示，
留守儿童中女生比例高于男生。

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们缺
席了孩子太多长大的细节。 不少
父母在相隔几个月甚至一年之
后见到儿女感觉“孩子长大了”，
却常常不知道该和他们聊什么。
14 岁女孩小芬（化名）的妈妈一
次回家时偶然发现女儿已经来
月经，才想起自己从没教过女儿
相关的知识。 这位颇为无奈的母
亲表示：“难得回一次家，觉得孩
子不一样了， 好像心事重重，但
我也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谈起这
个话题来。 ”

根据女性护理品牌护舒宝
的一项全球调研显示， 女生在经
历青春期时自信心会受到影响下

降。而对处于青春期留守女生，由
于本应该在这个阶段肩负重要作
用“母亲”角色缺位，她们更成为
其中的“弱势群体”。 承担着经济
重担的父母无奈缺席孩子的成
长， 留守女生青春期辅导和经期
教育的缺乏， 需要社会力量的及
时补位， 为她们的青春补上一堂
“呵护+保护”的“青春课”。

可喜的是， 已经有来自企
业、媒体和社会力量关注到这一
现象，推动公益行动为青春期留
守女生带来青春期所需的身心
健康教育。 继 2016 年“蝴蝶计
划”共为留守女生捐赠了超过 70
万片卫生巾产品后， 今年 1 月，

护舒宝 # 我就是女生 # 蝴蝶公
益计划再次启航。 护舒宝不仅将
携手青基会把卫生巾以及生理
教育小册子和教育课带到全国
200 多所希望小学， 同时也将已
经坚持 20 年的全国学校健康教
育计划青春教育课延伸到更广
泛的农村地区， 预计将惠及 10
万名留守女生。

当下正值春运回家团圆之
际， 护舒宝还带来了暖心微电影
《第一次 不孤单》， 希望藉此呼
吁社会大众共同关注留守女生的
青春期问题， 真正参与到留守女
生的身心发展历程， 将呵护和爱
带给更多青春期的少女。 （王勇）

近日， 由凤凰网、 凤凰公
益、凤凰新闻客户端主办，凤凰
公益战略合作伙伴厦门国际银
行、 凤凰公益行动伙伴中英人
寿、 天翼终端共同参与的“2016
行动者联盟之汇爱行动公益盛
典”在北京圆满落幕。盛典以“关
爱留守儿童” 为主题， 回顾了
2016 年凤凰公益及行动者联盟
成员在留守儿童关怀救助方面
取得的公益成果。盛典得到了闽
都中小银行教育发展基金会、中
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支持。

此次公益盛典展示了 2016
行动者联盟汇爱行动系列公益
活动。 其中，厦一站·汇团圆、星
星点灯、美丽童行、女童保护、心
系天下在路上、伊利方舟等关爱
留守儿童公益项目的开展都依
托行动者联盟，跨界联合了爱心
企业、明星艺人、媒体等多方力
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凤凰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邹
明表示，2016 年是凤凰公益行
动者联盟的开启之年， 借助这
个联结公益界、媒体界、爱心企
业、 明星艺人等各方互助合作
的公益活动平台， 联盟开展各

项聚焦儿童的公益项目。 邹明
说：“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关
爱， 我们期待有更多像厦门国
际银行、 中英人寿这样的爱心
企业加入， 帮助留守儿童及其
家庭，期待全社会更加关注、关
爱留守儿童。 ”

当天， 中英人寿为中国少
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
护基金定向捐赠出行保险产品
及保险金， 希望这份出行意外
险能为志愿者提供更安心的保
障。 女童保护是一个致力于儿
童防性侵教育的公益组织，已
经在全国 27 个省份为超过 100
万儿童授课，有志愿者上万人，
已有 2000 多名讲师分布在全
国， 给各地的孩子包括留守儿
童讲授自我保护的知识， 保护
儿童远离性侵害。

盛典最后，来自公益组织、
企业、媒体、文艺界、创意界的
爱心代表宣读了 2017 年行动
者联盟公益倡议书。 凤凰网公
益频道主编孙雪梅表示，2017
年行动者联盟希望凝聚更多爱
心力量， 共同推动中国公益事
业的发展。 （皮磊）

为留守女生补上一堂“青春课” 汇爱行动公益盛典落幕
行动者联盟全面聚焦留守儿童

青春期的留守女生需要身边人给予更多关注和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