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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悉尼奥运会， 来自
中国辽宁的姑娘王丽萍在实力
选手众多的女子 20 公里竞走
比赛中，一举夺冠，这也是中国
在悉尼奥运会上得到的唯一一
枚田径金牌， 她成为中国竞走
项目的骄傲， 也成为奥运历史
的书写者。

如今的王丽萍不仅是体育
投资人，也是社会公益的积极引
领者。 此次“情系美疆·送教助
学”活动，她不仅担当了 25 公里
公益徒步的领走人，也辗转于当
地几所学校做公益演讲，讲述自
己怎样克服运动生涯中的困难
存挫折，最终走上奥运冠军领奖

台的故事。
眼前的王丽萍白皙文静，她

对公益的认知和品评让《公益时
报》记者有些惊讶———能对当下
中国公益的发展现状提出颇为
不俗的观点和建议。

王丽萍说 25 公里公益徒步
那天她差点中途放弃，最终还是
坚持到了最后。 这段跋涉中发生
了什么？ 公益对王丽萍来说又意
味着什么？

其实我退役之后一直在参
与各类公益活动，也听美疆基金
会秘书长史兆苓介绍了这些年
来他们所做的一些公益项目，对
我触动还是比较大的。

当我得知当地一些家庭贫
困的孩子因为得到资助而健康
成长 ，考上大学 ，而且现在有的
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开始了新生
活， 感动之余也有一些好奇，就
想来实地看一看、走一走。 我个
人理解，公益帮扶对于这些孩子
们意义非凡，帮助他们读书是基
础，通过读书求学来改变他们的
人生轨迹才是公益的核心价值。

这次参加活动并且担当 25
公里公益徒步的领走人，开心之
余也觉得责任重大。 其实走到大
约 10 公里处的补给站时， 我的
腿已经有些不舒服，踝关节感觉
很难受，那一刻有一些动摇。 当
时我就在想，如果此刻我放弃不
走了，跟着我走的这些孩子还会
不会继续走下去？ 可能当时我个
人的举动对我自己来说没什么
太大影响，但对身边同行的孩子
们来说一定会有不小的影响。 他
们就会想：“哦，原来奥运冠军也
是可以随便就中途放弃的，那我
们这些普通人又有什么不可以
的呢？ ”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继续
坚持，走完全程。 当时身边还有
一个孩子也有些体力不支想要
放弃，但在我和其他同伴的鼓励
下，还是咬牙和我们走完了最后
一公里。 终点冲线的时候，我们
几个紧紧簇拥在一起，那种自豪

和开心是无法形容的。
这次来新疆南疆地区做公

益探访感触还是很深的 。 虽说
现在当地的孩子普通话基本都
能讲 ，但和内地的孩子比起来 ，
普通话沟通能力还是弱一些 ，
性格也都是偏羞涩内向 。 我觉
得把互联网教育资源引入新疆
一定是有利于孩子们全面成长
的好事 。 这次活动作为前期的
一种探索和尝试 ， 具有非凡的
意义和价值 。 只有更为广泛的
使用和推广互联网教育资源 ，
它未来所能承载的流量和体量
才会无限大 。 我们这次是几十
个人组成一个团队来做 ， 未来
要努力使其规模化和系统化 ，
互联网教育才有可能在这片土
地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

公益不是挂在嘴边的东西 ，
也不一定要做出多么伟大的事
情 ，它并无大小之分 ，它就在每
个人的内心深处，有心就难能可
贵。 如果你一定要给“公益”戴个
什么帽子， 或者将其概念化，反
而狭隘了。

为期四天的“情系美疆·送
教助学”活动很快就结束了，未
来的公益之路依然漫长。 除了
文中记录的四位主人公， 还有
一些特质鲜明、 爱心满溢的同

路人值得我们记住他们的名
字———62 岁的李文华老师带领
大家一齐经典诵读的场景令人
记忆犹新； 上海特级教师金荣
生将原本神秘晦涩的九宫格算
法阐释的生动有趣让人惊叹；
王京老师在长途车的颠簸中为
孩子们认真准备科学课时的背
影凝固于时光的轮廓； 中国教
科院王晓霞教授率直可爱、童
心犹存， 带着同为教师的女儿
一齐为公益助力； 来自高思教
育、从“双师课堂”的大屏幕走到
孩子们中间的“网红老师”赵星
独特有趣的授课方式赢得了孩
子们的心，下课后被围得水泄不
通； 志愿者摄影师姚勇不畏严
寒，始终如奋勇的战士，活跃在
每一个角落， 抓拍每一张笑脸，
定格每个难忘的瞬间……

此次“情系美疆·送教助学
活动” 共涉及喀什、 克州两地 6
所小学、3 所高中万余名学生，期
望未来公益的触角能延伸惠及
到这两地超过 20 万名学生。 这
群满怀公益之心、 为寻爱而来、
因公益结缘的伙伴们没有失望，
他们在感受爱、分享爱的旅程中
携手同行，又在收获了温暖丰盈
的公益果实后挥手道别。 他们默
默许下心愿：以爱之名，期待下
次新疆公益之旅再相逢。

王丽萍：公益无大小之分，有心就难能可贵

王丽萍（中）和伙伴冲刺终点（图片由活动主办方提供）

（上接 07 版）

� � 2019 年 1 月 8 日， 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授予谢娜“关爱
儿童亲善大使”荣誉称号，基金
会秘书长朱锡生向谢娜颁发荣
誉证书。

近年来， 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在持续推进公益扶贫类项
目的同时， 扎实推进家庭亲子
类公益项目，在服务家庭、家教
和家风建设发挥出了积极作
用。 如“幸福万家·母婴 1000 天
健康行动” 为新婚育龄家庭提
供教育课堂和知识读本；“恒爱
行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
牵” 通过为孤困儿童编织爱心
毛衣， 促进家庭联谊和民族团
结交流。 还有关注亲子共读的

“阅成长计划”， 传承良好家风
的“善本阅读计划”，在社区、学

校捐建亲子阅读馆， 邀请家庭
教育专家开展家庭教育巡讲、
原创故事分享会等。 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希望携手谢娜，号
召广大家长做好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履行好家庭“第一课
堂”的责任。

谢娜在接受、 担任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关爱儿童亲善
大使”时认为，家庭是孩子的第
一课堂，良好的家风、和谐的家
庭氛围，即是人生第一课，也是
家长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不
论是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还是
一名年轻的妈妈， 注重言传身
教， 呼吁更多的人重视家庭教
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
任， 期待能有更多爱心人士一
起为和谐而美好的家庭氛围共

同努力。
近年来， 谢娜一直投身公

益，2018 年为母校四川广播电影
电视学院设立“谢娜奖学金”，此
前也多次为家乡中江县基层学
校和卫生院捐赠教育和医疗物
资，还曾探望并捐助儿童复杂性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在云南香格
里拉捐建小学等。

据悉，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将联合谢娜于 2019 年推出
“美好家庭”等公益项目，拟邀
请家庭教育专家、 演艺明星录
制音频、视频，在线上传播家庭
教育理念和良好家风。 作为“关
爱儿童亲善大使”的谢娜表示，
将切实承担亲善大使的责任，
定期探访孩子们， 给他们送去
关爱和温暖。 （徐辉 ）

近日，“因爱同行”2018 网络
公益年度总结发布活动在京举
办，集中发布了“年度项目”、“年
度创新项目”、“年度优秀传播项
目”3 大类共 45 个网络公益年度
优秀典型。

活动由中央网信办指导，中
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 中国互
联网发展基金会主办， 光明网承
办，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协办。全国
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
长任贤良出席活动并致辞。 中国

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马利、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井顿泉
等相关领导出席， 有关中央重点
新闻网站、互联网企业、公益机构
和获奖单位代表参加活动。

任贤良在致辞中表示，2018
年是网络公益工作的丰收年。 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网信事业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中央网信办“网络
公益工程”的统一部署下，中国
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互联
网发展基金会携手社会各界，聚

焦网络公益事业，在服务国家使
命、助力脱贫攻坚，广泛凝心聚
力、改善社会民生，不断探索创
新、传播向善力量等方面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 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正能
量。 他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网信事业蓬勃发
展的大背景下，网络公益必将大
有可为，为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更
加美好的生活提供更多更大助
力。 要适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和需
求，做网络公益的“追梦人”。

据悉，2018 年是中央网信办
持续推进“网络公益工程”的第
三年，“因爱同行”网络公益年度
总结发布活动也已连续举办三
届。 活动旨在总结宣传各地各网
站开展网络公益的鲜活经验和
生动案例，鼓励网络公益中的创
新创造。

2018 年活动启动以来，全国
网信系统积极参与，共精选报送
网络公益优秀项目 335 个，涵盖
扶贫攻坚、教育助学、养老助残、
志愿服务、文化保护、生态环保

等多领域，展现了基层贴合群众
需求开展网络公益的创新探索
和鲜活经验。 经过专家评审会审
议，最终确定了人民网“幸福回
家路”、湖南红网“青春扶贫录”、
阿里巴巴“团圆”系统、美团点评
集团“青山计划”、江西省红十字
会“江小红的人道课堂”、新疆吉
木萨尔县委网信办“北庭网络公
益节”、马鞍山日报社“益起来”
互联网公益平台等 45 个网络公
益典型，有力促进了公益正能量
滋养网络空间。 （徐辉）

45 个网络公益典型在京获表彰

谢娜担任“关爱儿童亲善大使”

谢娜谈对共建美好家庭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