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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2017 乐天行动派年度公益盛典来袭
9 月 15 日，2017 年乐天行动

派年度公益盛典在北京大学百
年纪念讲堂举行。 中午 1 点，记
者在签到处领取纸质门票时发
现，参加这个活动的人来自不同
行业、不同年龄阶段。 记者在与
他们的交谈中还发现，有不少人
是专程从外地赶来，想要一睹演
讲嘉宾的风采。

什么样的活动如此有吸引
力？

“乐 天 行 动 派 (Impatient
Optimists)”一词最初来自比尔和
梅琳达·盖茨夫妇， 是他们对所
有面对挑战不言放弃、 乐天行
动、创变未来的人们的描绘。 他
们坚信并且倡导，乐天行动派越
多，行动越积极有效，我们的世
界就能取得越大的进步。

此次乐天行动派年度盛典
由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社会
化媒体研究中心主办，并与比尔
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发
起，来自联合国、商界、教育界、
科技界、演艺界等众多公益先锋
参与，共同探讨如何通过跨界合
作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活动希
望向大众传递积极向上的精神，
激励更多人从身边做起，投身公
益事业。这也是两大机构自 2011
年起，连续第六次携手举办年度
大型公益活动。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谈
道：“过去 20 多年间， 全球在抗
击贫困和疾病的进程中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贫困人口
和儿童死亡人数都成功减半，而
中国是这一进步的最大贡献者
之一。 随着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
蓬勃发展，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
来越多的人， 特别是年轻一代，
对全球议题的关注和支持与日
俱增。 ”

活动正式开始前，比尔·盖
茨通过视频发来了他对参会观
众的感谢。 确实，社会化媒体的
迅速发展和普及， 不仅为我们
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便
利，也为公益组织提供了高效、
多元、低成本的传播工具，降低
了公益项目运营和参与的成
本， 提高了公益组织的透明度
和公信力， 更促进了公益理念
和实践的变革。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
表 处 国 别 主 任 文 霭 洁 (Agi
Veres)也谈道，尽管人类已经取
得了很大进步，但全球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仍面临很多障碍。
文霭洁说：“创新者、民间社团和
国际组织应该携手并进，向着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脚踏
实地实施相关项目和政策，分享
世界的好消息，共同创造可持续
而具有包容性的未来。 ”

对于如何通过创新推动公
益事业发展的话题，创益传媒联
合发起人何雪峰、 免费午餐和 e
农计划发起人邓飞、京东集团社
会责任总监兼京东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马丽波和阿拉善 SEE 生

态协会第六任会长钱晓华分享
了他们如何用创新思维和方法，
帮助更多人过上健康而富有成
效的生活。

免费午餐走出国门落地非
洲，并且在国外成立基金会进行
募款; 京东公益物资募捐平台利
用自身业务核心优势，让一键公
益成为可能，影响近 2 亿人群;阿
拉善 SEE 通过推广沙漠小米、种
梭梭树等措施，既有效解决了发
展农业和保护地下水资源的矛
盾，也向数亿人推广了环保理念
……公益创新不再是空谈，而是
实实在在成为普通人可以感知、
可以参与的事情。

当然，公益也不局限于这些

传统的领域。 此次大会涉及的另
一个热点话题是人工智能给人
类未来生活带来的变化。 未来事
务管理局局长姬少亭、钢琴艺术
家孔祥东、今日头条高级副总裁
柳甄、腾讯研究院副院长兼腾讯
基金会副秘书长孟昭莉、中山大
学人机互联实验室主任翟振明
教授等分享了他们在深耕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后得出的敏
锐洞察，以及 AI 对艺术、传媒和
公益等方面的影响。

此外，明日中国基金会联席
CMO 兼明日醒醒执行长阿培、
BottleDream 首席内容官范文昊、
北辰青年创始人 CEO 宋超、奥
北环保创始人汪剑超、益桥中国

创始人王赛、音画梦想创始人兼
理事长张碧巍等青年公益人分
享了他们各自的公益实践和梦
想。

他们的故事中有心酸也有
自豪， 但他们最终战胜了困难，
并由此走上公益道路，希望能够
帮助更多的人。 比如患有一种罕
见疾病的阿陪。

她的症状就是特别爱睡觉，
而这是她完全控制不了的。 后来
她才得知，她患的这种病叫 nar－
colepsy（发作性睡病），而国内几
乎没有人认识这种病。

为了增加曝光度，阿培想出
了各种办法，甚至还报名参加了
《非诚勿扰》。

2015 年年初，阿培开始了自
己的公益倡导之路， 并于 2016
年年底辞职全职公益，并发起了
# 我请你睡觉 # 公益行动。 2016
年 8 月，阿培与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共同发起发作性睡病项目，
希望对患有此病的“觉主”提供
更多的帮助。 2017 年年初，阿培
带领团队加入明日公益，并成立

“明日醒醒”项目。
正如李一诺所说，她期待通

过这样的活动， 激励更多人加
入，成为一名真正的“乐天行动
派”，并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为
解决依然困扰数十亿人的贫困
和疾病问题创造新工具、 新方
法、新模式，为实现人类共同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更
大的贡献。

宁泽涛：全运会夺金归来首秀为公益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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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岁河南女孩晓仪（化名）在
进入手术室前，特意为全运会 50
米、100 米自由泳冠军宁泽涛送
上颇具河南当地特色的手工艺
品豫西剪纸，剪纸的图案是宁泽
涛在泳池边夺冠的英姿，并写有
“预见更好的自己”。 宁泽涛也将
在全运会夺冠时所戴的泳帽作
为回礼，祝福晓仪早日康复。

9 月 12 日，全运会获得两枚
自由泳金牌后，宁泽涛首度亮相
于公众面前，并选择河南省人民
医院作为自己夺金后的首“秀”。
同日，NU SKIN 如新中华儿童
心脏病基金慈善救助项目落地
河南，作为“NU SKIN 如新青春
公益大使”宁泽涛选择了以这样
的方式向青春宣誓。

自掏腰包捐赠 30 台手术

2016 年 10 月， 成为“NU
SKIN 如新青春公益大使”后，宁
泽涛来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第一次进入病房探访先
心病患儿感触颇多。

从 ICU 病房出来后，看到一
位只有两岁刚刚做完手术的孩
子，嘴唇完全发紫发黑。 从医生
口中得知，这个孩子是一年前被
父母遗弃在医院门前，院方救治

一年手术成功。 宁泽涛眼圈有些
湿润，他觉得：“社会上有很多善
良的人们一直都在积极通过自
己的力量救治这些孩子，希望父
母不要轻易放弃他们，相信善的
力量能够改变一切。 ”

“病房里看到这些正在接
受救治的患儿，真的非常心疼，
当时感受最多的就是责任。 另
外， 通过一台手术就能够给患
儿带来新的生命， 给一个家庭
带来更多的希望。 同时，也将通
过自己来影响周边的人们，让
更多有识之士和身边的朋友能
够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每个人
不一定是捐款， 也可以是志愿
者，通过行动奉献爱心。 ”宁泽
涛说。

宁泽涛表示：“自己已经捐
赠了 30 台先心病手术费用，支
持先心病救助，让更多患儿能够
健康成长。 ”

项目落地河南意义重大

据统计， 我国每年都有近
120 万新生儿有出生缺陷， 其中
先天性心脏病是出生缺陷的首
位疾病， 每年新增 15 万~20 万，
发病率高达 0.8％。 我国每年新增
先心病患儿 15 万到 20 万，病情

越重，死亡越早。
当天， 仪式现场 NU SKIN

如新中国总裁暨大中华区域副
总裁郑重表示：“先心病发病率
全国都差不多，1000 位小朋友
中， 大概会有七八位新生儿患
病， 河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项目落地河南意义特别，效果将
十分明显。 ”

郑重表示，在社会力量的参
与下，当前对于先心病的诊疗已
经简化到只需检查 2 个指标，这
种合作也被郑重看作是民间参
与社会公益的成功典型。

早前，国际上要筛查儿童先
心病至少需要检查 7 个身体指
标，如果仅有部分指标得到确定
并不能确诊为先心病，仍需筛查
剩余指标。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心血管中心主任贾兵和
医疗团队觉得应该设计更加科
学合理的筛查方式，并提出筛查
2 个身体指标就能判定先心病的
科研构想，但当时苦于研发经费
有限，筛查新方法的研发进展较
慢。

2012 年，NU SKIN 如新开
始与贾兵联手推动“新生儿先心
病筛查”研究项目，并拿出 90 万
元人民币作为先期研发经费，随
后，国家卫计委（原卫生部）和上

海市政府也先后出资 400 万元
和 800 万元人民币加盟研究项
目， 共计 1300 万元的项目研发
经费使得“新生儿先心病筛查”
研究项目正式运转开来。

2014 年 4 月，国际著名医学
杂志《柳叶刀》刊载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贾兵与
研发团队其他成员的研究成果，
SCI（美国科学引文检索）评分 42
分，成为中国儿科学术论文历年
来最高分。

2015 年，贾兵向上海市政府
建议对新生儿进行先心病筛查，
这一建议很快被上海市政府采
纳。

贾兵表示：“如今，上海新生
儿在 72 小时内， 通过筛查 2 个
身体指标， 就能判定先心病患
否，这给随后的检查、诊疗、康复
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一切得益于
社会资本参与社会公益的有效
结合，使得社会效益最大化。 ”

九年间受益患者超 6500名

自仁川亚运一战成名起，宁
泽涛一直都在用爱心点燃热血
和激情的青春，积极投身公益领
域，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公益
榜样。

2016 年 1 月 10 日，宁泽涛
正式受邀成为“NU SKIN 如
新青春公益大使”，带动全社会
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群体的关
注与关爱， 帮助他们及早得到
手术救治、 获得全新的生命；
2016 年 9 月， 奥运归来的宁泽
涛首度亮相便是前往上海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探望他一心
牵挂的先心病患儿；今年 3 月，
宁泽涛又通过 NU SKIN 如新
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为先天性
心脏病儿童捐献出 30 台手术
的费用。

宁泽涛觉得：“一个人的成
功往往不是赢了多少比赛，取得
了多少成绩，而在于你帮助了多
少人，我希望自己不仅仅是能影
响到其他人，也能身体力行地参
与其中。 ”

NU SKIN 如新中华儿童心
脏病基金项目目前募集善款已
超过 9,200 万元， 救助贫困的先
心病患儿已超过 6,500 名， 每天
有三个患儿获得如新的生命。

对于先心病项目， 郑重表
示，NU SKIN 如新希望能够打
造一个平台，将筛查、治疗、医师
培训、志愿者活动这整个链条串
联起来，有更多社会爱心人士和
企业能够加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