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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与爱同行”公益直播呼吁关爱老年人
� � 2018 年 6 月 26 日， 光明网

“与爱同行” 系列公益直播第三
场走进国内首家退休人员文化
休闲空间———建投享老 50+生活
馆。 通过“直播+公益”的形式，10
余位网络主播达人参与到活动
中，号召网友向老一辈建设者们
致敬。 截至当日下午 5 时，该场
直播观看量已突破性地达到
2237 万人次，直播过程中最高实
时在线人数超过 126 万人。

这样的公益活动很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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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传媒、建投享老
协办，光明乳业、时尚当道、瑞龄
旅居为活动提供公益支持。

在本次直播两个多小时的
演出中，形式多样的节目不仅得
到现场老年观众的充分认可，也
获得了直播平台上网友们很高
的评价。“这样的公益活动很接
地气，能够净化心灵，激励人心。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向老一代
人的奉献精神致敬。 ”来自中国
广播艺术团的青年歌手王小莹
感慨道。

已经拥有 20 余年历史的北
京小花合唱团，其成员平均年龄

在 65 岁左右。 在公益演出现场，
他们一曲新编的合唱《菊花台》
把演出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60 岁
的团长侯晋燕介绍，合唱团的成
员都是社区普通的退休人员。 得
知今天的演出将通过直播的形
式传播给网友，他兴奋地说：“因
为我们本身也是老年人，所以只
要有公益演出的邀请，尤其是面
向老年人的，我们的团员都积极
参加，希望老年人们也能有精彩
的生活。 ”

在直播现场，还有带着老人
一起来观看节目的年轻人。 刚刚
结束高考的北京考生刘玉丽推
着轮椅， 带着 80 岁的奶奶来看
节目，时不时地帮奶奶解说台上
的节目。 说起陪伴老人，她感到
有些惭愧，她说：“爷爷奶奶实际
上需要的并不多，有时候只需要
我多陪他们聊聊天，溜溜弯。 希
望公益活动唤起更多人的敬老
意识。 ”

“直播+公益”传递社会正能量

在公益直播现场，主办方特
别设置了一个网络主播直播区
域。 在公益直播开启前，主播达
人们就已经利用微信群、 公众
号、官方微博平台等发起多轮预

告，充分激发网友们对公益活动
的兴趣。

在公益直播演出过程中，10
余名当红达人主播同时开启个
人直播账号，通过直播平台与上
千万粉丝热情互动。 在直播间，
主播们大力号召网友关注并参
与到本次公益活动中来，还在直
播期间赠送粉丝相应的福利或
礼品。

19 岁的主播代祎祎是一名
学习艺术设计的在校大学生，从
事主播行业半年多，她在直播平
台上已经积攒了不少的粉丝。 这
是她第一次参与公益直播活动，
在直播间， 她积极地与网友互
动，介绍活动的意义。

“今天台上的爷爷奶奶们真
的都是身怀绝技，希望大家的爷
爷奶奶们也能有这样丰富的晚
年生活。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记
着多带他们参加社会活动。 ”在
直播间，代祎祎对粉丝们说。

今天代祎祎直播的实时在
线人数，是平时直播的三四倍之
多。 她告诉记者：“我希望自己通
过参加公益活动来影响更多人，
把正能量传递给大家，改变人们
对网络主播的固有印象，也告诉
粉丝们尊敬和关爱老人是每个
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

活动期间，一下科技、光明
乳业向此次活动捐赠了一批爱
心物资。 公益演出结束后，主办
方现场为参与活动的艺人、网络
达人主播颁发了“光明公益天
使”证书；为爱心企业建投享老
有限责任公司、神州杂志社颁发
了“光明公益之星”证书。

对于“直播+公益”的创新模
式，作为主办方之一，一下科技
公共事务部总经理任少峰表示：

“与传统的媒体形式相比， 网络
直播的形式更加亲民，互动性更
强，能够起到更加优质的传播效
果。 随着直播影响力的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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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了解，光明网“与爱同行”
系列公益直播已连续举办三场，
平均每月一场， 走进养老机构。
今后，系列公益直播将陆续推出
更多的公益主题，邀请上百位达
人主播以公益直播和文艺演出
的形式， 向老一辈建设者们致
敬；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力和
传播力，讲述老一辈建设者的故
事，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皮磊）

为加强青少年儿童交通安
全意识，促进文明绿色出行，由
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指导、
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主办的“现代汽车安全守护计
划走进校园”大型公益活动，从
2016 年起连续第三年走进北京
学校， 为小学生带来了一系列
生动有趣的交通安全课程。

近日， 北京市通州区芙蓉
小学举办现代汽车集团“安全
守护计划”走进校园大型活动，
为该校小学师生普及交通安全
常识。

“安全守护计划”公益活动
亮点是寓教于乐的独特的智能
城市沙盘教学形式。 该活动用
沙盘模拟城市中的智能交通，
通过操作遥控驾驶小汽车行驶
在模拟的逼真城市道路中，让
同学们亲身体验， 从不同的角
度认识交通规则的重要性，进
一步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参与活动的学校老师们表
示， 在学校以体验式教学的方
法大面积普及交通安全知识非
常有必要， 弥补了学校教育的
不足， 运用智能道具让同学们
在娱乐中学习到日常交通安全
知识，很受同学们欢迎。

在交通安全课上， 同学们
还一起观看《变形警车珀利》交
通安全动画片。 动画片通过珀
利和朋友们在实际生活中遇到
的交通安全故事， 以儿童的视
角去认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深

刻剖析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在趣味盎然的互动式学习之
后， 同学们通过交通安全知识
竞赛和制作交通安全标志等丰
富的活动， 巩固了对交通安全
知识的掌握。

现代汽车集团作为全球第
五大汽车企业， 一直把交通安
全作为企业应该承担的重要社
会责任。 为加强青少年儿童交
通安全意识， 自 2016 年启动
以来，“现代汽车安全守护计
划走进校园”大型公益活动已
走进北京 15 家小学校园 ，培
养了近 8500 名交通安全守护
小使者， 特别是从 2017 年开
始活动走进了打工子弟学校，

为打工者子女带去了安全、温
暖的爱心。

2018 年 4 月，在北京市打
工子弟学校———安民学校马
泉营校区正式启动了“2018 安
全守护计划”活动，为该校 300
余名师生普及交通安全常识。
今年该活动会继续走进更多
学校，为更多青少年儿童带去
安全教育知识和崭新的交通
安全教育体验，同时活动主办
方呼吁更多社会企业投身到
青少年交通安全的公益活动
中，“全社会一起行动起来，关
注交通安全 ， 守护青少年出
行”。

（徐辉）

2018 年 6 月 26 日， 中国国
际贸易中心与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合作
开展“一村一幼”教育扶贫项目
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国际贸
易中心向基金会捐赠 440 万元，
用于提升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
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改善学前儿
童营养状况，促进当地农村儿童
健康成长。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
司董事长高燕与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卢迈致辞并签署合
作协议。 签约仪式由基金会副秘
书长方晋主持，中国国际贸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明志、
副董事长陈延平等领导出席。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
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是国家扶
贫攻坚的重点地区。 雷波县位于
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山高坡陡
谷深，悬崖峭壁路险。 由于全民
自耕农的社会经济结构、恶劣的
自然条件造成的低农业产出与
封闭环境， 以及语言文化差异，
使得彝族民众较难融入主流经
济。 2015 年 9 月，四川省在彝区
县市实施十五年免费教育，着力
解决凉山地区教育发展落后的
难题，推动学前教育发展，并为
学前幼儿提供营养餐。

2017 年 12 月， 中国国际贸
易中心与基金会组成的调研团
队赴雷波县深入走访“一村一
幼”教学点，发现雷波县由于地
处大凉山深处，幼教点缺少厨房

供餐的条件，多数“一村一幼”教
学点主要采用供应学生奶、饼干与
火腿肠的企业供餐模式，虽然有一
定程度的营养补充作用， 但长期
同类型的加工食品供应， 无论是
从口感上还是营养上， 都无法从
根本上满足儿童成长的营养需
求。 2017 年 6 月，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发布的旗舰报告《贫困地
区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进展》 中指
出， 全国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的 13.4万所学校中， 有近 71%的
学校开展了食堂供餐，学校厨房供
餐是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效果
最好的方式，学校的厨房工作效率
和环境对统一供餐至关重要。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自 2009
年成立专项公益基金以来，积极
开展各类公益活动，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 已累计向社会机构、公
益组织捐款超过 1000 万元。 国
贸中心始终关注社会和谐与共
同发展，坚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 积极响应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方略，认真履行企业的社
会责任和义务，为重点攻克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在 2020
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贡献自身
的一份力量。 此次国贸中心与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聚焦雷
波县教育扶贫工作，建立“一村
一幼”厨房改善项目，着力改善
学前儿童营养问题，推动学前教
育质量综合提升，助力农村贫困
儿童健康成长。 （张慧婧）

现代汽车安全守护儿童安全 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捐赠 440万

中国国贸中心助凉山儿童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