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皮磊

� � 3 月 2 日上午，2022 北京冬残奥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北
京市盲人学校、大运河漕运码头、八达岭古长城等七

个点位同时进行。 在大运河漕运码头，四名不同程度的肢残火
种采集人分别将从长江、黄河、永定河、大运河四个源流采集
的水汇入采火器水槽。 随后，汇集之水托起采火器触燃火种，
以水火交融的形式点燃了‘源流之火’。

参与此次火种采集的四名肢残人士中， 有两人是下肢残
疾，一人是上臂残疾，还有一人是双上臂缺失。 由于无法用手
完成规定动作，这位‘特殊的’火种采集人只能通过特制的装
置完成此次任务。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这位无臂火种采集
人名叫夏虹。 在圈子里，夏虹其实很有名气，她身上也有很多
标签和光环：全国自强模范、无臂设计师、剪纸艺术家、北京民
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残联上肢障碍者负责人……此外，
她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北京夏虹公益促进中心理事长。

‘能够参与北京冬残奥会圣火采集，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
幸运的， 我也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 但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荣
誉，而是代表着我背后 8500 多万残障群体。 ’日前，夏虹在北
京接受了记者采访。 她说，目前自己重点关注残障人士和妇女
就业创业两个领域，希望通过公益的力量发挥自身特长，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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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残奥会火种采集人、无臂公益人夏虹：

借助公益的力量帮助更多人
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人

七岁时， 因为一场车祸，夏
虹不幸失去了双臂。 面对这个意
外打击，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生
活一度陷入阴霾，很长时间都没
有从打击中走出来。

但，生活还要继续。 多年来，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和超
出常人数倍的努力，夏虹不仅能
像正常人一样学习、生活，还考
上了大学，学习设计。 不仅如此，
夏虹说自己还是个喜欢折腾的
人，体育、绘画、文学……只要喜
欢的事情， 她都会积极尝试，并
且在不同领域都小有成绩。

面对记者采访， 夏虹说，自
己不想一直依赖别人，他们能做
到的自己也能做到。“我是从东
北一个小村子走出来的。 一路成
长，能够走到今天，就是源于一
个字———爱。 那么多人给予我关
爱，所以我不能消沉，我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力量，回
报更多的人，给予他们一些爱。 ”

夏虹告诉记者，人生中对自
己影响最大的，就是资助她上大
学的“陈伯伯”。 因此在自己考上
大学的那一刻，她就暗暗下定决
心，要做一个像“陈伯伯”那样的
人， 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
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用生命
感动生命，让爱无限传递。 ”

因此，在工作之余，夏虹经
常利用周末的时间参加公益活
动，当志愿者、做义工。“那时候我
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参加一些
公益活动， 比如我最早参加最多
的就是做文明出行志愿者， 引导
人们遵守交通规则。 因为我自己
就是一个车祸受害者， 我把自己
当成一个‘反面教材’，这样宣传
教育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

此外，福利院、养老院、特教
学校等也是夏虹经常去的地方。
时间久了， 大家把夏虹当成亲
人。 在她看来，人和人之间的交

流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给予
这些‘特殊’群体关爱的时候，他
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回馈我们
一份温暖。 ”

这些经历，也为夏虹日后成
为一名专职公益人打下了基础。

从志愿者到专职公益人

2013 年，夏虹参加了“中国
红十字会·淘宝公益基金”组织的
“自强不息 我的创业梦” 评选活
动， 获得第二名及五万元创业孵
化金。同时，她也加入了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魔豆妈妈”阵列，成为
“魔豆妈妈”公益项目受益人。

该项目是阿里巴巴联合中国
红十字会发起的女性就业培训
发展项目，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具体执行。 项目旨在为困难女性
提供就业培训， 搭建就业桥梁，
帮助困境女性获得有质量的生
活，促进困境女性均衡发展。 截
至目前，“魔豆妈妈”项目累计培
训女性约三万人次，帮助近两万
“魔豆妈妈”实现创业就业。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公
益项目，这么多年帮助了很多困
境妈妈，让她们不仅能够拥有一
技之长，还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
善家庭生活。 当年我们设计了一
个项目， 也在寻求新的契机和平
台，希望能够帮助更多残障朋友。
因为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多， 而且
据我了解， 很多残障人士其实是
拥有一些技能的， 比如手工编织
艺术品。 这也是我想要参加比赛
和‘魔豆妈妈’项目的初衷。 ”

出于上述目的，拿到创业孵
化金后，夏虹做了一件更有意义
的事情：用这笔钱成立了一家非
营利性机构，希望打造一个公益
平台，重点帮助残疾人和困难女
性再就业。 2015 年，北京夏虹公
益促进中心在北京市民政局注
册成立。 根据夏虹提供的资料，
该中心致力于开展各种扶残助
老、公益科普、公益文化交流和

培训等社会服务性活动。
除了为残障群体提供一个

交流互动平台，夏虹及北京夏虹
公益促进中心做的更多的，就是
帮助他们实现生活重建，掌握一
定的生活技能， 如开展非遗手
工、烘焙培训等。 久而久之，很多
“残友”慕名而来，夏虹和她发起
创办的机构也逐渐有了名气。

2014 年，夏虹代表北京市残
疾人参加北京 APEC 会议残疾
人主题边会。 现场，夏虹为彭丽
媛及各国元首夫人展示足艺剪
纸，得到高度赞誉。 为了将剪纸
技艺教给更多残疾人，2017 年，
夏虹开了一家淘宝网店———夏
虹博爱坊，从剪纸开始摸索。 而
她开这家淘宝店并非是为了自
己赚钱，而是希望广大残友的手
工作品通过这个平台得到社会
的认可，并取得一份收入。

2018 年 7 月 28 日， 在全国
“魔豆妈妈” 创业扶贫大赛决赛
现场，夏虹路演展示的“夏虹博
爱坊”电商创业项目和她的创业
初心给评委留下深刻印象，赢得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最终，夏
虹被评为 20 名全国“优秀魔豆
妈妈”之一。 如今，她在“魔豆妈
妈”官方淘宝店和个人品牌店都
在持续推进电商活动，带动更多
残障人士实现更好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夏虹是北
京19 所温馨家园、特教学校和聋
儿康复中心的公益老师， 她通过
双脚培训了 4000 多名剪纸学员，
还多次义卖自己的剪纸作品，为
先心病、聋儿、自闭症儿童筹集善
款，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状况。

也正是因为夏虹的坚韧和
乐观，“魔豆妈妈”项目邀请她担
任项目助教老师，为学员答疑解
惑、提供帮助。 而从项目受益人
到项目助教，夏虹的经历也很好
地诠释了公益的意义。“我想告
诉大家，我是在项目的帮助下一
点点成长起来的，现在我可以做
很多事情， 那么我也希望更多

‘魔豆妈妈’ 通过努力学习来改
变自己， 通过学习一技之长，过
上幸福的生活。 ”

多年来，夏虹的成长经历激
励了很多人。她在全国做过 1000
多场励志演讲， 以自己为例，用
自强不息的精神传递社会正能
量。 因为在她看来，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人生价值，只要追求过并
为之努力过，就不会后悔。

对话夏虹
借助公益的力量帮助更多人

《公益时报》：能够参与北京冬
残奥会火种采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
么？ 有什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夏虹：这次我们有四个人共
同参与了火种采集，其中两人是
下肢障碍者， 他们坐着轮椅，另
一个人是上肢障碍者（单臂）。 而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是双
臂缺失，所以需要佩戴特殊的装
置才能完成这次任务。

因为火种采集是圣火传递
的前提，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所
以我们的责任重大。 能够代表广
大残疾人朋友参与这场世界性的
盛会，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我也
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 但这份荣
誉并不属于我个人， 而是属于我
们背后 8500多万残障群体。

《公益时报》：你身上有很多
标签 ，比如全国自强模范 、无臂
设计师 、剪纸艺术家等 ，但同时
你也是一名公益人。 你是什么时
候开始接触公益的？

夏虹： 最早接触公益可能要
追溯到 2010 年，那时候我会利用
周末的时间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做志愿者或义工。 早些年我参加
最多的就是文明出行志愿者，通
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引导大家遵
守交通规则。 虽然有点像自揭伤
疤， 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
不遵守交规的严重后果。 之后我
参加的公益活动也很多， 比如去
福利院、养老院、特教学校等。

《公益时报》：后来你决定发
起一家公益机构，从志愿者转变
为一名专职公益人，这背后主要
的考量是什么？

夏虹：这其实跟我的人生经
历有很大的关系。 我从小到大得
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和支持， 包括
读完大学。没有他人的资助，我是
完不成大学学业的。因此，我也希
望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更
多人，将爱无限传递下去。

说到这些，我也特别感激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魔豆妈妈”这个公
益项目， 它帮助了很多像我一样
的残障人士， 让我们拥有一技之
长，能够过上正常生活。更重要的
是， 这个项目让我意识到了平台
的重要性。 我希望能有一个平台
去帮助更多残障朋友，帮助他们实
现自食其力，改善自己的生活。

《公益时报》：你谈到希望通
过公益的形式去帮助更多人。 那
么对于公益，你是如何理解的？

夏虹：可能目前还有人分不
清公益和慈善的关系，这些年也
经常有人问我一些关于公益的
奇奇怪怪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会
告诉他们， 公益其实很简单，比
如给陌生人一个拥抱或一个微
笑，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
帮他等等。

在我看来，公益就是从“心”
出发。 从最开始做志愿者、做义
工，到后来成立公益机构，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人，大
家互相学习，互相支持。 慢慢地，
我们在公益领域变得越来越专
业，有了自己独特的项目，有很
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服务的群体
也随之不断扩大。

每一个公益人身上都有自
己的闪光点，可能很多人会把我
当成学习的榜样，而我也在不断
学习别人的优点。 但公益不是一
两个人的事情，而是需要更多人
集合到一起，需要把我们的智慧
和爱集合到一起，只有这样才能
发挥出公益巨大的力量。

“

3 月 2 日上午，无臂公益人夏虹（左二）参与北京冬残奥会城市火种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