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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少数民族贫困女童

“土家妹子”邓超予发起“予乐童行”公益项目

� � 在第九届国际女童日到来
之际，“予乐童行” 公益项目于 9
月 3 日在北京启动。 据悉，该项
目隶属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由湖
北土家族妹子、中国土家族文化
传播大使、青年歌唱演员邓超予
发起，旨在帮扶贫困地区少数民

族女童解决上学难的现实问题，
致力于让每一个少数民族女童
都能走进教室，圆梦校园。 同时，
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土
家织锦西兰卡普的传承和发展，
该项目也参与了 2020 年腾讯 99
公益日活动。

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文联
党组书记、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振民，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刘芳，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
育发展中心副秘书长郑永生，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关爱基金
执行主任邱中萍， 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关爱基金副主任高
敏，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总经
理王京忠，湖北籍知名歌手李行
亮等出席。

活动现场，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副秘书长刘芳谈道，“每个
孩子都是发光体， 关爱女童、助
学女童，就是为整个国家社会民
族弥补最薄弱却又最关键、最有
效、最深远的一环。 邓超予与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联合发起的

‘予乐童行’公益项目，不仅能够
解决贫困少数民族女童上不起
学的问题，更将堵住新文盲产生
的漏洞。 ”

邓超予表示，“如果说‘助
学’ 是让孩子们走进教室来，那
么予乐童行要做的另外一件事
就是传承，让民族文化走到外面
去。 ”作为中国土家族文化推广
大使，她不仅演唱了《土家妹子》
《跳春光》《新编六口茶》 等多首
脍炙人口的土家族歌曲，还把土
家族非遗西兰卡普亮相戛纳的
舞台。 2006 年起至今，邓超予多
次参与长江黄河的环保宣传和
公益慈善活动；发起邓超予“予
乐为民行”行走百座名城大型公
益活动，并在家乡宜昌举行启动
仪式和大型公益慈善音乐会，募
集爱心款物 1352 万元。

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四面八方的爱汇集到湖
北，作为一个地道的湖北土家族
妹子，看到全社会都在支援家乡
抗疫，邓超予充满感恩，同时也
在默默寻找契机贡献力量。 期
间， 一则“免费女中 12 年助学
1600 余名贫困女生走出大山”的
新闻让邓超予感动不已。 她决定
专注为少数民族女童争取更多
机会，也让更多像她一样有着梦
想和才华的少数民族女孩儿能

够拥有受教育的机会，从边远大
山走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予
乐童行”公益项目由此萌芽。

活动现场也有不少爱心企
业和爱心人士支持。 在公益宝
贝爱心互动环节，众多明星、企
业家、 爱心人士带来独家私藏
的宝贝进行爱心互动。 著名歌
手李行亮携限量版签名黑胶唱
片现身现场， 著名设计师熊英
带来中国风高定礼服， 著名设
计师邢永与邓超予联名合作的
非遗工艺西兰卡普礼服“土家
妹子” 以及著名书法大师作品
都让人眼前一亮。

记者了解到，“予乐童行”公
益助学项目从开始筹备至今，筹
集的善款累计已有 100 余万元。
善款将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的指导以及全社会的监督下，用
于以下公益助学项目：资助少数
民族女童上学， 捐赠电子图书
馆、音乐教室、组织公益夏令营、
优秀教师补贴等。

为感谢社会各界支持、号召
更多人参与，活动现场还发布了

“予乐童行” 公益助学项目的主
题曲《爱无冬季》。 （皮磊）

在全民抗疫期间， 洗手
成为重要防护方式之一，也
是预防传染病简便有效的措
施之一。

手卫生对孩子的健康尤
为重要。 孩子在生活中常接触
的扶梯、门把手等藏有很多细
菌，手随时有可能接触到被致
病微生物污染的物品，如果不
能及时正确洗手，病原体有可
能通过手接触眼睛、 嘴巴、鼻
子的黏膜侵入人体。 通过洗手
可以有效地切断这一传播途
径，降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
风险。

很多小朋友还有吃手、啃
指甲等不良习惯，给了细菌从
口入的机会，进而容易感染疾
病， 勤洗手还可有效预防腹
泻、痢疾、甲型肝炎等消化道
传染病。

洗手对于城市的孩子来
说可能是一件寻常不过的事
情，但对于偏远地区的孩子们
来说，在学校洗手可能并不是
一件方便的事情。

世卫组织与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联合监测规划提供的
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 全球
有 43%的学校缺乏用肥皂和
水洗手的基本设施。 全球约
8.18 亿儿童所在学校缺少基
本洗手设施， 让孩子们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和其他传染
性疾病的风险增加。

疫情发生后，北京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北京
青基会）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了
中西部地区 12 个省市区 60
所县乡级中小学的有效反馈，

经统计：44%的学校公共厕所
没有洗手设施，57%的学校洗
手区完全没有洗手液和肥皂。
即便一在些相对发达地区的
乡镇学校，问题依然严峻。

目前我国疫情进入稳定
期，全国各地开学在即，北京
青基会项目组来到了河北张
家口多所乡村学校走访，探访
学校在开学前的防疫措施以
及需求。

北京青基会经走访发现，
在乡镇一级中小学中心学校，
教学区域、宿舍、食堂、厕所鲜
有洗手设施， 或简陋不堪，或
洗手池数量不足，一些村级学
校在这方面更是空白，
学生在校园没有洗手
设施可用。

为呵护这些有需
要的儿童，做好全民抗
疫，北京市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发起“青少年健
康 手先开始”公益项
目，计划为有需求的学
校建设改善洗手位、捐
赠洗手液，为这些孩子
们及工作人员的日常
清洁、杀菌，减少细菌、
病毒传染，带去更多人
身健康保障。

项目计划为 20 所
乡村地区中小学建设
完善标准化洗手设施
提供助力资金，支持项
目学校在教学区、食
堂、宿舍、厕所搭建标
准洗手池、 洗手位，北
方地区提供冬季热水
接入，为学校学生提供

一学年可用的洗手消毒液。 河
北张家口部分乡村学校，太行
山集中联片区域及湖北等地
区将成为首批项目落实地。

据了解，“青少年健康手
先开始”公益项目今年 4 月份
在腾讯公益上线，筹款目标 40
万，已经得到了 276 位爱心人
士的支持。

改造后的洗手设施将成
为公共卫生教育的平台。 志愿
者及教师可借此培养广大乡
村儿童良好卫生习惯，并通过
学生的行为去影响学生的家
庭，从而促进村文明整体水平
提升。 （武胜男）

由趣头条和云南省武定县白
路镇中沟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共
同发起的“佳核万事兴”公益助农
项目，使山东市民“杨霞”无意间
成为了一场公益活动的践行者。

在趣头条平台一款名为“趣种
菜”的互联网小游戏中，通过不断
给虚拟的核桃树浇水施肥，用赚取
的“爱心”带货销售薄皮核桃，杨霞
和其他平台用户一起为武定县农
户卖出了 13000斤核桃。

武定县曾经是云南省 27个深
度贫困县之一，在今年 5月正式脱
贫摘帽。核桃作为武定县重要的经
济作物和林特产品，对武定产业扶
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趣头条“佳核万事兴”项目负
责人表示， 趣头条作为上海在线
新经济企业、 网络文化平台代表
之一，创新性提出“游戏+电商”扶
贫的新模式， 把武定县的核桃融
入平台的小游戏“趣种菜”中，极
大降低了用户参与门槛， 同时通
过裂变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武定
核桃，并加入到公益行动中来。

通过“趣种菜”的小游戏，武
定的薄皮核桃在合作社、 平台、
用户之间良性循环。 据了解，“佳
核万事兴”项目已帮助武定核桃
实现近 1 亿次曝光，卖出了超过
13000 斤核桃。

武定县白路中沟核桃种植专
业合作社社员刘翠林是当地村民
口中的“励志大叔”。多年前，他因
为一场意外落下残疾， 成了村里
的贫困户。在加入合作社后，刘大

叔凭借专业的核桃种植技术，种
出了品质优良的核桃， 成为村里
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这次“佳核万
事兴” 项目帮助刘翠林每公斤核
桃增收 2元，合作社中 47 户种植
户实现助农增收 16万多元。

对此，武定县白路镇中沟核
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鲁绍
荣表示：“趣头条今年 4 月来武
定进行了实地调研和商谈，我们
双方在现场达成了结对帮扶的
意向， 迅速制定公益项目计划，
充分利用‘互联网+合作社+种植
户’模式拓宽核桃销路，促进传
统商贸流通模式转型升级，营造
出消费扶贫的浓厚氛围，这一切
为武定核桃种植农户在脱贫致
富的道路上注入了新的动力。 ”

2020 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决
战决胜之年，上海对云南的定点
帮扶也将进入新时期。 上海援滇
干部、武定县委常委、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周伟表示，今年武定县
在沪滇扶贫协作方面主要有三
大块工作：产业扶贫、消费扶贫、
就业扶贫，而趣头条作为上海市
嘉定区的互联网企业代表，通过
互联网平台帮助贫困地区，在疫
情影响下拓宽滞销产品的销路，
减少损失、增加收入，切实地为
乡村产业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扶贫工作需要形成长效机制，
扶贫项目要做到精准、关注成效。趣
头条公益负责人表示， 趣头条将持
续开展“趣助农”项目，为助推乡村
振兴提供互联网新力量。 （苏漪）

佳核万事兴
———互联网时代的助农梦

疫情当前，开学在即
青少年健康“手”当其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