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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公益日展示透明度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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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近距离体验实现垃圾分类
的京郊村庄、感受为白血病儿童
提供课堂环境的明亮教室、与为
孤残儿童就医提供帮助的“妈
妈”们对话，和为精智障碍儿童
提供艺术教育的老师聊天……

日前，由腾讯公益组织的公
益探访活动走遍北京，对创绿家
净公益、新阳光病房学校、春晖
妈妈、WABC 无障碍艺途等四个
2017 年 99 公益日的优质项目进
行深入走访，旨在展示公益透明
度建设的成果。

数据显示，2017 年 99 公益
日共有 6464 个项目获得捐赠，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
财务披露的公益项目达 6115
个，占比 94.6%。

四大优质项目展现透明公益

辛庄位于距北京市区西北
向约 50 公里处， 从市区驱车前
往需一个多小时。 和普通的北方
村庄一样， 辛庄的经济并不发
达，村西、南、东三面环林，主要
种植杨树、柳树。

不过，这个看似普通的村落
其实一点也不普通，在“零污染
村庄” 的实践中遥遥领先全国。
事实上，这个村庄在环保方面一
直较为领先，早在 2006 年，辛庄
村即进行改厕 50 户， 完成全村
改厕户数的 72%，还进行了节能
吊炕的搭建工程。

对于有环保历史的辛庄来
说，实行垃圾分类也已有了一定
的基础。

2016 年 6 月，辛庄成为全国
自主推动并实现全村垃圾分类
的第一村，也是“美丽家乡，零污
染村庄建设”项目在全国推广的
第一个示范村。 在两年多的实践
过程当中，在辛庄原生志愿者团
队“北京净公益”发起和陪伴支
持下，辛庄在 3 个月的时间内达
到了露天垃圾桶全部撤除，家家
户户按照“两桶两箱”的方式分
类生活垃圾，村庄住户垃圾分类
参与率达 70%，厨余的纯净率达
到 95%。

北京净公益团队由阿拉善
SEE 基金会（注册名为“北京市企
业家环保基金会”）资助支持，是
后者“创绿家环保公益创业资助
计划”的第七季伙伴，在 2017 年

团队组建初期获得“创绿家”20
万元非限定性资助，并进一步获
得阿拉善 SEE 华北项目中心的
培育与支持。

净公益负责人杨婧在谈到
阿拉善 SEE 时说：“我觉得创绿
家和阿拉善 SEE 对我们团队的
帮助，除了资金的支持，更是推
动我们团队走上了组织化、专业
化的道路。 过去我们只是几个妈
妈聚在一起， 凭借发心做事，比
较松散。 借由创绿家的资助，我
们开始着手梳理自己的使命、反
思行动模式，逐渐成长为一个公
益环保组织了。 ”

目前， 村庄环境大变样，净
塑、垃圾分类、酵素和堆肥制作、
生态种植、环保生活课堂等乡村
环保生态建设工作持续推进，
“零污染村庄”正在显现。

患有白血病的儿童在治疗
期间，因长期隔绝住院治疗而远
离社会，容易出现缺乏人际交流
等心理问题和社会化问题。 新阳
光病房学校正是为解决这一问
题而设立，该项目希望通过提供
陪伴教育、外出活动及家长分享
会等方式，还给孩子一个多彩的
童年。

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和儿
童发展领域还存在着一个空白，
以白血病儿童为代表的长期住
院儿童即身处其中。 据了解，中

国每年有 7000~8000 例新发白血
病患儿，其中 70%最终会被治愈，
回归社会。 然而 2~3 年的长期治
疗，使得他们无法像普通的孩子
一样上学。数据显示，95%的儿童
癌症生存者回归学校后，容易出
现社会适应等能力下降的情况，
但是家长和医生都无法有效解
决这方面的问题。

为了弥补这一空白，新阳光
慈善基金会在 2012 年开发出了
病房学校这一特殊的教育项目，
为孩子们建立医院内和医院外
的教学场所， 提供陪伴式教育。
截至 2018 年 8 月，新阳光病房学
校项目已在北京、河北、山东、河
南、江苏、上海、湖南、云南、浙
江、 杭州等全国 16 个省市建立
30 间教室。

北京恒华新阳光病房院外
教室，面积大约 120 平米。 教室
分为里外两层，即教学区和家长
等候区，由玻璃门隔开。 家长在
等候区可以通过玻璃门看到患
儿在教学区发生的一切。 因为血
液病的孩子免疫力弱，因此每个
进入教室的人都需要戴上口罩，
以防带入细菌或灰尘，引发患儿
感染。

在新阳光病房学校，北京新
阳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正琛
则表示，在病房学校中的志愿者
主要是教育机构的老师、大学生
志愿者以及大学生社团。 机构的
老师负责教学， 大学生作为助
教，社团的学生会帮助孩子们做
一些活动。“构建一个与学校环
境类似的场所，来帮助这些血液
病的孩子接触社会、 拥有社交，
同时也能够帮助家长缓解部分
心理压力。 来到这里的孩子都是
不需要花钱的。 ”刘正琛说。

在春晖关爱之家， 负责人
带领探访团看望了关爱之家的
儿童。 据负责人介绍，春晖博爱
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于 2012
年正式在北京注册， 春晖博爱
致力于帮助缺乏亲情呵护的儿
童的教育抚育。 自春晖博爱接

棒半边天基金会的工作， 并开
始作为一家本土机构独立运
营， 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基金会
的工作， 承担服务更多缺乏亲
情呵护的儿童的责任。

截止到 2017 年底，该基金会
已经累计改变了中国 16 万缺乏
亲情呵护的儿童的生命。 截止到
2018 年 8 月 12 日， 春晖关爱之
家项目已经与全国 249 家儿童
福利院达成合作。

探访活动的最后一站来到
WABC 无 障 碍 艺途 工 作 室 ，
WABC 无障碍艺途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服务精神障碍和智力
障碍群体的公益组织。WABC 无
障碍艺途通过微这些特殊人群
提供免费的艺术疗愈服务，帮助
他们改善情绪、提高沟通表达能
力、发觉自我价值。 同时，WABC
无障碍艺途也借助政府、 企业、
媒体等多方力量，将具有艺术天
赋的特殊人群的“原生艺术”作
品传递给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在
美与爱的氛围中， 逐渐接纳、包
容和理解精智障碍人士。

让用户参与做主

今年 99 公益日的主题为
“积小善，成大爱”，旨在打造 99
公益 4.0。 创绿家净公益、新阳光
病房、 春晖妈妈、WABC 无障碍
艺途四个公益项目主题为环保
与关爱，共同特点与“积小善、成
大爱”恰好相符，“这个世界的改
变不是因为一个人做了很多，而
是大多数人做了一点点”。

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副秘
书长孙懿表示：“腾讯公益希望
通过平台沉淀的各种能力，全方
位帮助中国公益行业更快实现
从自发到自觉、 从感性到理性、
从热情到专业的发展过程，成为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生态。 通
过腾讯自身产品和平台的优势，
以及众多合作伙伴的力量，连接
受助人、捐助人、公益组织及项
目、知名企业、明星名人和数亿

用户，通过社交化场景和趣味化
互动，唤起社会各界关心、参与
公益的热情，共同打造一个国民
级的公益日。 ”

孙懿表示：“我们希望回到
出发点， 让更多的媒体伙伴进
来，大家一起去向公众描述项目
的真实情况， 把决定权交给用
户，更多的去理清事实，至于大
众怎么看， 大众有他的视角，公
益组织的能力建设有待提升，回
想更多的还是为了透明，让一批
媒体人能够帮助用户真实地走
进项目，用他们的眼和智慧向用
户描述看到的公益项目，最终让
用户判断。 用户通过腾讯公益平
台给项目建议，让用户有机会去
贡献他的专业能力、贡献他的智
慧，把项目做好。 ”

将透明进行到底

2018 年 99 公益日， 腾讯公
益从 99 公益日规则共建、 产品
透明度组建升级到“回响计划”
项目披露，全面推进公益透明度
工作，并通过技术手段让公益生
态圈更透明、更清晰。

在规则上， 今年 99 公益日
采取开放的态度，让各方参与者
一起制定规则，共推互联网公益
健康发展。 今年跨度近 3 个月，
先后举办思想汇沙龙、线上公开
征集、规则委员会提案会、规则
委员会专业评审会， 近 80 位 99
公益日参与者、 学者、 专家、媒
体、咨询、律师等行业内外伙伴
参与建言， 收集到线下线上 231
条建议。 经过专家的评审与意
见， 最终形成 2018 年 99 公益日
规则。

在项目上，今年 99 公益日发
起“回响计划”，针对过去受较大
关注的公益事件，通过视频记录，
为大家带去项目的透明改变。 同
时从单个项目的改变， 引发大家
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在产品上，腾讯公益平台用
技术的手段让不同的公益项目
透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腾讯公
益上线“冷静器”功能，在用户捐
赠前，会弹出一个“透明度提示”
的消息框， 展现项目的立项时
间、执行效果、财务披露、项目进
展，点击确认知情后，才能进行
下一步的捐助。 这也是“透明组
件”功能的再次升级，也是中国
互联网公益透明化的新尝试。

这个被外界称为“首个拦着
你不让捐款”对功能，意在鼓励用
户捐款前，多想一秒，查看项目具
体情况，理性捐助。 同时，财务披
露组件再升级： 腾讯公益引入专
业第三方德勤， 帮助公益伙伴高
效做好“专业披露、透明呈现”。

“今年探索的一系列致力于
让公益更加透明的解决方案，适
合企业公益透明度的长线发展，
后续也将会持续推进。 没有信任
哪来的公益？ 把慈善装进透明的
口袋，要花很大力气去推动项目
的透明化。 ”孙懿说。

在新阳光病房学校中，玻璃门将教室与外界隔开，门上是孩子们学习的拼音（本文图片均由腾讯公益提供）

辛庄村垃圾分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