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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博爱十周年发布会圆满落幕
7月 25 日，春晖博爱公益基

金会（以下简称“春晖博爱”）十
周年暨春晖守望困境儿童公益
项目发布会暨圆桌论坛在北京
红楼公共藏书楼举办。 春晖博爱
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振耀致辞，
春晖博爱秘书长刘珊、春晖守望
项目总监肖瑾、 北京市通州区社
会福利院院长刘嵩以及北京师范
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
授陶传进等嘉宾出席并发言。

发布会上， 刘珊回顾了春晖
博爱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并发布
了机构 2022—2025战略规划，将
春晖博爱服务的儿童群体从孤残
儿童扩展到困境儿童。 至此，春晖
守望项目有了新的内涵和行动方
向。 春晖博爱自 2012年注册成立
以来， 在儿童服务与救助领域不
断积淀专业能力和服务经验，包
括项目理念、工作手法、内容体系
及人才团队。 十年来，始终坚守自
己的愿景和使命， 以融合发展观

为基础， 通过回应式教育抚育为
儿童营造滋养型成长环境， 助其
全面发展。 春晖博爱直接受益儿
童已累计超过 21万，培训了超过
6.9万名儿童照料者。 春晖博爱的
足迹已经遍布中国 31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 累计在 119个儿童

福利机构运营公益项目， 努力让
“每个孩子生命里都有一个持续
关爱他的成人”。

发布会中， 春晖博爱联合北
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共同发
布了《困境儿童需求分析报告》，
报告中对当前困境儿童的需求现

状、致困原因及生活环境等进行
了深入分析。 此项报告也将为更
多困境儿童帮扶领域的公益组
织提供数据基础和经验分享，助
其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春
晖守望项目总监肖瑾在演讲中
详细介绍了“春晖守望———困境
儿童关爱保护公益项目”。 此项目
聚焦困境儿童的需求，通过河南、
贵州和北京通州三地数年的试
点， 于今年正式启动中高风险困
境儿童服务模式。 项目通过招聘、
培训和赋能当地儿童工作者，运
用以儿童为中心的融合发展理
念， 通过深入的个案服务为儿童
提供情感支持，促进家庭增能，营
造抗逆力支持网络， 让儿童和家
庭有尊严有自信地融入社会。

圆桌论坛上， 各位专家就困
境儿童项目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进
行了探讨。 正如在场嘉宾所共同
认可一样，“解决困境儿童发展问
题的方式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

善，它是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
的共同责任”。 春晖博爱作为深耕
儿童公益的社会组织， 愿意探索
创新，并推动多方共同发力，多维
度地助力困境儿童全面发展。

发布会尾声， 春晖博爱发布
了“幸福的种子”公益计划，推广
春晖博爱儿童观和教育理念，献
礼 10周年。“幸福的种子”公益计
划 IP 形象以儿童和花精灵为设
计灵感， 不仅是 6款看上去可爱
软萌的玩偶手伴， 更是可以打开
的 6款“花种瓶”。 每一款都内置
一颗独具寓意的花种， 代表春晖
博爱的一种儿童观和公益理念。

“种子”种在土壤中，你会收获一
朵鲜花，加入“幸福的种子公益计
划”，让科学理念的“种子”种在心
中，你将会收获“幸福感”。

此外， 春晖博爱联合人民动
听、HIFIVE发起的“N次暖暖”元
宇宙公益活动也已于 7 月 24 日
启动。 （张明敏）

今年 7 月 29 日是第 12 个
“全球老虎日”， 是野生虎保护
工作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份。 据
报道，中国作为 13 个野生虎分
布国之一， 历来重视野生虎保
护工作， 成功让几乎在中国绝
迹的东北虎重返家园， 成为全
球野生虎种群恢复前景最为明
朗的国家之一。 在多项保护举
措的积极落实下， 中国野生东
北虎种群数量呈增长趋势。

有力的保护行动， 让东北
虎等野生动物的未来充满希
望。但保护工作并不容易，需要
多方共同努力。在今年“全球老
虎日”，为响应中国野生东北虎
及其栖息地保护行动， 在中国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指导下，
野生救援作为公益支持伙伴，
CM 公益传播携手多个品牌和
正能量明星艺人发起“帮老虎·
占山头” 野生东北虎保护公益
宣传活动， 用创意主题和传播
手段提升公众对野生虎保护工
作的关注和支持。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基于
对野生虎保护面临的问题充
分了解后提出的创
意构想。 通过查阅
相关资料， 项目组
了解到， 全球野生
虎普遍面临栖息地
丧失、 质量退化与
破碎化问题。 除此
之外， 盗猎与非法
贸易、人兽冲突、猎
物匮乏都是影响野
生虎种群数量减少
的原因。因此，只有
妥善处理人虎关
系，保护、恢复和连
通栖息地， 打击盗
猎和非法贸易，才

能有效保护野生虎。
基于这些认识， 项目组希

望通过好玩有趣的方式和公众
产生互动并告诉他们野生虎保
护面临的问题和所应采取的行
动， 进而能够了解行动者们的
不易， 一起关注野生东北虎保
护，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才有美好未来”的意识。

“帮老虎占山头：让老虎
有吃有住有对象”， 就是以符
合年轻群体沟通语境的手法
与其对话，让更多人了解野生
虎的栖息地需要恢复、保护和
连通。 虽然人们不能真的替老
虎占山头，但可以为老虎打造
绿水青山的家园，保护栖息地
的生物多样性，留住完整的食
物链，连通栖息地廊道，不消
费老虎制品及其猎物的制品。
借此， 让野生虎能够繁衍生
息，与人类共同享受良好的生
态系统。

本次公益宣传还通过邀
请明星艺人参与倡议、制作创
意科普 H5 等传播手段， 对话
Z 世代群体， 让其在游戏中了

解野生虎保护问题与行动方
法，并通过多渠道与其产生连
接和互动。

野生虎研究学者冯利民
博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
老虎位于生态系统的食物链
顶端，要维持野生虎种群的长
期生存，栖息地必须面积足够
大且食物链健康完整。 保护老
虎，实际上是对整个生态系统
的保护。 虽然本次活动是在
“全球老虎日” 节点上倡导关
注野生虎保护议题，但背后是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
明建设的关注与响应。

“不管是野生东北虎保护
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都不是
某一个机构或部门可以单独
完成的，而是需要多方共同努
力。 ”本次“帮老虎占山头”公
益宣传活动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 如果每个人都能秉持生
态文明理念， 各方都乐于携
手、勇于担当与行动，就一定
能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
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美好未来。 （皮磊）

7 月 29 日， 水滴公司对外
发布 2020·2021ESG 报告，报告
从公司治理、社会责任、科技与
产品、行业价值链、职场建设、绿
色发展等多议题领域展开，披露
了水滴公司 2020 年—2021 年
的 ESG 表现。

《报告》显示，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间，水
滴公益平台共计上线 9451 个项
目，覆盖抗疫行动、应急救灾、乡
村振兴等多个议题，累计募得善
款 833776562 元，捐赠 47258209
人次。

2020年新冠疫情之初，水滴
公益就联合 20 多家公募机构，
共筹集抗疫救助款超 6500 万
元，用于采购医用口罩、防护服
等防疫等物资。 同期，水滴公益
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
“逆行者守护计划”公益项目，为
不幸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因
抗击新冠因公殉职的疫情防护
一线人员提供救助金/慰问金。

重大灾害发生时，水滴公益
可以同步启动公益项目，整合各
方力量，发放救灾物资，保障当
地居民灾后生活生产恢复，2021
年河南特大暴雨水滴公益上线
的系列赈灾项目共计筹集善款
1680.84 万元，帮助转移、安置受
灾群众 20.9万余人次；面对贫困
大病家庭的就医难题，水滴公益
推出“鲸鱼宝贝计划”帮助公募
基金会为 0-18 岁大病患儿筹集
了超过 1.5 亿元医疗资金，近
484 万爱心网友参与，1795 个患
儿家庭从中受益；为了给予患者
及家庭经济以外的支持，水滴公
益建立“水滴公益爱心小家”，为
异地就诊的大病患者提供住宿、
休息场所和活动空间，已在全国
7个城市建成 30多个。

《报告》显示，在助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方面，“水滴乡村医务室”项
目，已在河北张家口、新疆和田墨
玉、云南昭通、贵州思南、河北承
德和甘肃酒泉等地区建成 64 个
医务室，受益人数超 15万。 在此
基础上，水滴将推出“水滴乡村医
务室百县千村公益计划”，到 2030
年， 将在全国 100个县落地 1000
个医务室，为乡村振兴、健康中国
贡献更多力量。

水滴公司创始人兼 CEO 沈
鹏表示， 希望与所有员工在同样
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驱动下，
主动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一起秉
持着负责任、可持续的价值观，将
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全面
融入公司发展的血液， 通过对社
会问题的深入关切和分析， 以科
技的力量， 共同为构建更美好的
社会而不懈努力。 ”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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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老虎日：多方携手关注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