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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午餐”公益广告登上 300万张火车票！
8 月 28 日到 9 月 9 日，成都

东站、成都南站、成都站、双流机
场站、乐山站、峨眉山站、重庆北
站、重庆站、贵阳北站、贵阳站等
车站，将售出不少于 300 万张正
面印有“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广
告的车票。 这是铁路系统第一次
在火车票上刊登广告，也是公益
广告第一次登上火车票。

那么，这个公益广告是如何
诞生的呢？

多方沟通、思想碰撞

据免费午餐合作与品牌总
监邓艳介绍，能做出这样的尝试
也是一次次沟通、思想碰撞的结
果。“其实最初产生这样的想法
还要感谢腾讯公益的小伙伴。 我
们在 7 月初和腾讯方面进行线
下资源对接的时候，腾讯公益的
小伙伴得知我们这边有愿意提
供铁路相关资源的志愿者时就
产生了这个想法，认为免费午餐
项目可以尝试火车票广告。 ”

有了好的主意，还需要能够
支持好主意变为现实的条件。 邓
艳表示，这次火车票公益广告的
顺利诞生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
条件：第一，在免费午餐项目的
资源库里，有伙伴能帮助联系到
类似高铁票这样的公益广告资
源， 数量在 20 万至 50 万张之
间，这也相当于一种捐赠；第二，
今年的 99 公益日， 腾讯公益推
出了 99 公益日线下场景激励措
施，提供 500 万元的资金池支持
公益组织做线下传播，单个项目
可申请上限为 15 万元（先到先

得）；第三，由于免费午餐项目与
生俱来的媒体属性，其本身也有
一定的传播优势。

在推动广告落实的过程中，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也给予了
及时的支持，“因为合同内容的
审核、签订、资金的拨付都需要
由基金会出面完成。 其实这也属
于一种定向捐赠，腾讯基金会把
支持资金拨付到福基会，再由福
基会支付给相关公司。 ”邓艳告
诉记者。

发售带有免费午餐公益广
告车票的车站又是如何确定的
呢？

邓艳介绍说：“成都铁路局
方面把其下辖站点数量以及每
个站点 2016 年度的售票情况告
知我们， 我们再从中进行选择，
最终选定的车站包括成都东站、
成都南站、成都站、双流机场站、
乐山站、峨眉山站、重庆北站、重
庆站、贵阳北站、贵阳站。 从 8 月
28 日到 9 月 9 日，这些车站将共
计发售不低于 300 万张带有免
费午餐公益广告的车票。 这个过
程也涉及公益广告价格的协商、
铁路部门的审核等工作，审批的
流程、时间也会相对较长。 但由
于有大家的大力支持，我们还是
很顺利地做成了这件事，这也是
大家共创的结果。 ”

另外，邓艳也讲述了此次公
益广告最终能够顺利落地的一个
细节。 火车票正面广告区域面积
很小， 但如果仅仅印上“免费午
餐” 几个字可能会造成乘客的误
解。 邓艳说：“部分乘客可能会误
以为其乘坐的车次将提供免费的

午餐， 这样的话会
给铁路部门带来一
些麻烦。因此，铁路
部门也帮忙增加了
刊登的字数， 让免
费午餐的理念得到
了更好的传播。 ”

她谈道， 现在
在上海地铁、 北京
南站、各地机场、万
达广场、北京华联、
深圳高尔夫球场等
场所都能看到免费
午餐的公益广告。
“在 99 公益日这样
一个全民参与公益
的节日里， 大家充
分展现了‘有钱的
捐钱、有力的捐力、
有资源的捐资源’理念，以各种
方式参与到公益事业中。 ”

第三方具体执行

这次公益广告的具体执行、
协调工作由北京富力诚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承担。 据北京富力诚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贾先生介绍，
该公司主营中国铁路车票票面
广告业务， 但此次做腾讯 99 公
益日“免费午餐”广告是第一次
做公益广告尝试。“从目前各界
反响看，我们认为此次铁路车票
票面公益宣传是非常成功的。 中
国铁路作为中国名片、列车作为
一种大众交通工具，与公益广告
的气质非常吻合，所以产生如此
大的社会效益。 ”

该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一

开始的确会有些顾虑。“铁路车
票作为每位旅客的铁路出行凭
证，上面登载的任何信息都会带
有一种特殊意义。 此外我们一开
始并不是特别了解免费午餐这
次公益行动，但我们又非常愿意
承担每个企业都应承担的社会
责任，所以接到免费午餐公益组
织的询问后，我们也多方了解信
息，核实相关情况，最终得到的
反馈及事实让我们很受感动。 我
们也将此情况反馈给铁路局有
关部门，最终在铁路局有关领导
的支持下， 实现了此次公益宣
发。 ”

据了解，此次发行带有免费
午餐公益广告车票的具体数量
是根据公益组织提供的活动宣
传周期、活动宣传站点区域确定
的。 虽然每个站点每天的出行人

数无法确定，但根据历史同期各
站点出行人次等相关数据，广告
公司预测此次公益宣发覆盖人
群应该超 400 万。

“整个过程中， 铁路有关部
门对我们此次公益广告非常支
持，从他们的角度，对我们的文
案提出了多次修改意见，并积极
协调安排，确保公益广告按时按
站点顺利印发。 ”上述负责人表
示， 此次公益宣发还未结束，按
预测数量、投放站点、投放周期
及市场价格推算此次公益宣传，
类似的商业广告应该超 50 万
元。“此次公益宣发作为我们企
业的第一次尝试，我们不会在此
项目上盈利。 而且我们配送了近
100 万车票广告资源， 并号召公
司全体职员积极参与此次免费
午餐行动。 ”

河北省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报告发布

社会组织探索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 本报记者 王勇

“经济较发达地区（如石家
庄市）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明显好于经济较落后地区（如
张家口市）的中小学生,并存在显
著差异。 ”

9 月 4 日，在 2017 京津冀慈
善展示会社会组织有效参与青
少年心理健康发展论坛上，北京
丰盛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世杰
发布了河北省教育厅教科所心
理教研室和北京丰盛公益基金
会共同实施的河北省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现状调查的结果。

中科院心理所教授施建农
表示：“流动儿童的心理问题和
行为问题特别需要关注。 很多调
查都能看出来，父母不在身边的
孩子很容易缺乏动力、 无所事
事，自我意识很差，有很强的焦
虑意识，作为公益组织，如何联
合起来， 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
是公益人应该思考的。 ”

三成学生存在
心理健康问题

据张世杰介绍，此次河北省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从
河北省 9 个市学校系统的 19 所
初中和 16 所小学随机抽取 3390
名中小学生。 其中初中生 1976
人，小学生 1414 人。

1976 名初中生中心理健康
状况正常者有 1344 人,占总体的
68.1%;心理健康有问题者 462 人,
占总体的 23.3%;心理问题较严重
者 170 人,占总体的 8.6%。

1414 名小学生中心理健康
状况正常者有 1077 人,占总体的
76.2%;心理状态欠佳者有 200 人,
占总体的 14.1%;心理健康问题倾
向严重者 137 人 , 占总体的
9.7%。

初中生最为严重的心理问
题包括冲动倾向、 恐怖倾向、自
责倾向，小学生最为严重的心理
问题包括过敏倾向、 对人焦虑、
恐怖倾向。

初中二年级心理健康状况
最严重 ,一年级次之 ,初三最好。
小学三、五年级是问题多发期。

办学水平较好的初中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于办学水
平一般的初中学生和子弟学校,

并达显著性差异。

17 家基金会与青少年心理
健康发展相关

青少年尤其是留守儿童心
理健康问题亟需关注，但专门从
事这方面工作的社会组织并不
多。“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
2017 年 8 月底， 全国共有 6125
家基金会，其中与心理相关的有
709 家， 而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
展相关的则只有 17 家。 ”南开大
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蒋建荣表示。

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是其
中之一， 基金会聚焦 6~16 周岁
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发起了心
悦行动。

据张世杰介绍，项目已先后
在河北滦平县、 云南宁洱县、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贵州大
方县有序开展，培训乡村小学心
理健康老师 1145 名。

据滦平县教体局韩副局长
介绍， 按照 5 年的长期计划，心
悦行动将提供 500 学时的心理

健康教师培训课程。 目前，心悦
悦读项目捐赠了 312 万元的图
书； 建立了心悦互动乐园两所
（滦平三中一所， 大屯中心校一
所），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
同时还每年对师生进行奖励。

北京真容公益基金会则通
过“关爱儿童成长体育课程”推
动艾滋病患儿的心理成长。 据该
基金会秘书长杨晋介绍，2016
年，北京真容公益基金会联合首
都体育学院“希望九洲公益团
队”共同为孩子们设计了一系列
的“关爱儿童成长体育课程”，通
过系统的有针对性的体育训练，
不仅增强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同
时促进孩子们的心智发展、提高
其社会性，使其可以更好地融入
社会，与他人更好地合作交流。

课程在汾红丝带学校实施后，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留守儿
童很难，但艾滋病儿童的心理创伤
工作更难做。 摸索的过程中，很艰
难也很有趣。 ”杨晋表示。

探索已经开始，那么社会组
织今后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开展
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呢？

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深参与
式培训导师吴群芳建议要做好
三方面工作：

一是整合资源。 要发动身边
的力量，公益不是少数人做了很
多，而是每个人做了一点点。 二
是人才培养。 目前整个公益圈人
才非常缺，很多知名社会组织都
在做人才培养的计划。 三是向企
业学习。 宏观战略也好，绩效评
估也好，在不放弃的情怀、价值
理念的基础上，尽一切可能向企
业学习。

具体操作上， 施建农建议：
“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时候要有
意识激励受助人发展自我的力
量，避免使其产生依赖心理。 ”

“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
的公益项目不仅仅需要社会组
织有一份持之以恒、认真严谨的
工作态度， 更要有极为专业、安
全、高效的科学理论支持，以及
各合作方积极主动的配合。 我们
在此也呼吁更多社会力量能加
入这项神圣的事业中， 共同发
力，协同合作，一起守护青少年
群体的心理健康。 ”蒋建荣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