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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聆听了一首旋律
悠扬的草原天籁《梦中的额吉》，
接下来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
曲《最美的期待》……”如今，直
播平台上的主播们不止活跃在
直播间， 也开始从线上走到线
下。 2018 年 4 月 3 日下午，北京
朝阳区恭和老年公寓二层多功
能厅，10 余名拥有百万粉丝的
网红主播为现场老人带来了一
场“与爱同行”文艺汇演直播，
探索“直播+公益”的新模式，号
召更多网友关注老年人群体。
截至 3 日下午 5 点， 该场直播
观看量已达 820 万人次， 直播
过程中最高实时在线人数超 80
万人。

本次活动由光明网、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 一下科技主办，
芬子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广微慧智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时尚当道国际模特经纪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 竹娱文化传媒
（上海）有限公司提供艺人支持。
在 3 个小时的演出中，星光大道
月赛冠军铁木尔、青年歌唱家韩
旭等艺人与“网红”主播们演绎
了饶有趣味的魔术《雨迹》、热情
洋溢的现代舞《老爸》、旋律婉转

的吉他弹唱《七月上》、温馨甜蜜
的老歌《甜蜜蜜》等 11 个各具特
色的节目，引得台下的老人们连
连报以热烈掌声。 汇演的互动环
节还特别穿插了趣味游戏，让整
场活动更显温馨。

看着别开生面的演出，78 岁
的许俊卿老人高兴得像个孩子
一样开怀大笑：“这些节目非常
精彩，不仅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
享受，更是精神上的收获！ ”翟伟

斌老人也感慨道：“形式很新鲜、
有趣，通过与这些主播们的互动
交流，感觉自己也年轻了许多！ ”

汇演现场，主办方专门设置
了网络直播区域， 节目表演之
余，10 余名网红主播同时开启个
人直播账号，通过直播平台与数
百万粉丝热情互动，号召网友关
注并参与到本次公益活动中来。
网友“@ 琳灵”点赞道：“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镜头里老人们的欢
声笑语， 也让自己想到了父母，
祝福他们健康长寿。 ”网友“微涩
小风”边刷礼物边留言：“很久没
看到这么温馨、富有人情味儿的
直播了，满满的正能量！ ”

“通过这种创新形式，不仅
能让老人感受到互联网给生活
带来的种种变化，也唤起越来越
多的网友关注老年人群体，让他
们的晚年生活不再单调。 ”通过
参与公益汇演，歌手韩旭深有感

触。 主播林轩成也感叹说：“传递
正能量的主播才是真‘网红’！ 期
待更多直播平台和网红主播们
肩负起社会责任，让一股股真善
美的清流汇集成海。 ”

活动期间，一下科技、光明
乳业、瑞龄（北京）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竹娱文化传媒（上海）有限
公司、芬子文化发展（上海）有限
公司、北京中天玺龙农业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广微慧智科技
有限公司、贝壳派创新科技 (深
圳 )有限公司、北京时尚当道国
际模特经纪有限公司等企业还
向此次活动捐赠了一批爱心物
资。 汇演结束后，主办方现场为
参与活动的艺人、“网红”主播以
及爱心企业颁发了“公益天使”
证书。

对于“直播+公益”的创新模
式，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方面认
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期待更多这类有特色、有
亮点的暖心活动，为老年人群体
带去更多欢乐与关爱。 一下科技
公共事务部总经理任少峰表示，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影响力不断
扩大，直播平台应更加重视企业
责任；积极引导平台主播通过多
种形式的内容传递正能量，不断
推动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是有担
当的直播企业应有的使命。

据了解，“与爱同行”系列公
益活动将陆续推出，包括“网红
走进敬老院”“网红走进贫困村”
等多个公益主题，将邀请近百位

“网红” 主播以文艺汇演网络直
播的形式，通过自身影响力以及
平台推广传递社会正能量。 另
外，通过系列主题直播获得的社
会捐赠，也将全部用于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光明公益基金，用以
举办相关公益活动。

（李庆）

光明网携“网红”走进敬老院
公益直播倡导社会“与爱同行”

2018 年 3 月 23 日，好丽友
员工志愿者走进廊坊市福利
院，与孩子们一起手工制作“蘑
古力”， 这标志着 2018 好丽友
社区关爱计划正式启动。 该计
划由好丽友联合所在社区公益
机构共同发起， 旨在陪伴弱势
群体融入社会， 助力孤残儿童
健康成长。 春季活动在廊坊、沈
阳、北京、上海等地福利院、康
复中心以及 NGO 组织陆续开
展。

本次活动中， 好丽友志愿
者们与北京晨光脑瘫儿童康复
中心的孩子们共同创作手工香
皂； 陪伴廊坊市福利院的孩子
们手工制作蘑古力； 走进上海
青浦阳光心园和身心障碍朋友
一起制作盆栽播撒希望。 此外，
志愿者们还邀请孩子们走出社
区，来到好丽友沈阳工厂，一起
探寻未知的世界。 身处宽敞明
亮、干净整洁的生产车间，孩子

们认真专注地听着好丽友工厂
工作人员讲解， 对好丽友工厂
高效有序的自动化生产线十分
好奇。

据悉，2016 年底，好丽友将
伦理经营导入公司经营战略，
努力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
积极鼓励员工参与志愿者活
动。 本次社区关爱活动既是
2018 年好丽友社会责任活动的
起点， 也是伦理经营战略的具
体落实。

作为国内知名休闲食品企
业， 好丽友致力于为消费者提
供安全质优味美的产品， 在做
好产品的同时， 好丽友时刻谨
记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积
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 近日，在
中国扶贫基金会年度捐赠人大
会上， 好丽友凭借在脱贫攻坚
领域的持续耕耘，荣膺“年度杰
出贡献奖”。

（王勇）

2018 年 4 月 4 日，由《健康
报》社、复星基金会联合发起的

“乡村医生” 精准扶贫行动，在
上海外滩艺术中心举行出征大
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乐江、
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施小琳、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与多位
复星扶贫工作队员及各界嘉宾
约 140 人出席活动， 共同见证
驻点队员出征。

据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乡村
医生约 150 万， 肩负 6.5 亿农村
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
常见病、多发病的初级诊治等医
疗服务。 在很多农村地区，乡村
医生存在短缺、年龄偏大、待遇
不高、流失严重等问题。

为响应十九大提出三年脱
贫的号召，复星国际联席总裁陈
启宇表示：“我们计划三年时间
覆盖 100 个县 15000 个村，如果
一村一个村医， 一个村医照应
1000~2000 个村民的话， 能间接
地帮助到数百万左右的贫困人
口。 此次出征大会启动了 24 个
县，每个县都会有复星一家的小

伙伴入驻，该项扶贫行动计划开
展十年。 虽然后面可以预见的困
难一定有很多，不管是交通还是
生活上的挑战，只要大家有这个
爱心、耐心、决心，这些困难都不
难解决。 ”

据了解 ，2017 年 12 月 29
日，“乡村医生”精准扶贫项目在
国家卫计委启动。 经过三个月前
期调研与精心准备，全体扶贫队
员将从今天起，全力投入项目实
施工作。 同时，选拨出 18 名优秀
的青年员工作为扶贫队员，经过
系统培训后，也将前往一线开展
一年的首批驻点扶贫工作。

谈到启动这一项目的初
衷，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在
发言中， 回忆了小时候接受乡
村医生治疗的难忘经历。他说，
中央提出三年消灭绝对贫困问
题，让困难群众走上小康之路。
而有了健康，才有小康，这正是
复星发起“乡村医生”行动的出
发点。 复星将承担起更多的责
任， 为千千万万村医们做更多
的事，通过健康扶贫，降低农村

贫困人口就医负担， 帮助他们
迈入小康门槛。

据悉，乡村医生项目是自复
星基金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投
入最多的一个项目，计划每年投
入至少投入 3000 万元。 同时，自
复星集团一提出这个助力乡村
医生的想法，很多复星成员企业
都积极响应，甚至很多海外合伙
人的积极性也很高。 复星基金会
执行秘书长张翼飞说：“希望乡
村医生这一项目能成为一个平
台， 得到更多社会方方面面，特
别是企业家群体、医生和医护人
员群体的响应。 因为很多村医没
有完善的社会保障，甚至包括养
老、医疗，希望大家能一起为村
医助力。 ”

据悉，项目希望通过健康扶
贫，解决乡村医生进得来、用得
上、留得住的问题，稳定乡村医
生队伍，提升专业能力，减少贫
困地区因病致贫和返贫率，助力
2020 国家脱贫目标和“健康中
国”战略。

（张慧婧）

十年计划助力精准扶贫

复星基金会启动乡村医生行动

好丽友社区关爱行动再出发

这场文艺汇演为老人带去欢乐老人们在“网红”主播精彩表演的感染下自由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