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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元，可以为一名贫困儿童
送上一套水彩笔；80元，可以为
一名贫困青少年送上四本课外读
物；150元，可以为一名山区孩
子送上一双运动鞋；250元，可以
带一名盲童去听一场音乐会……
一个个小小的公益目标，汇聚起
了“爱心上海·益行青春”太保安
联2017上海青年风尚节。

作为团市委从2005年起大
力打造的全市各界青年和青年社
会组织参与的跨界平台，今年的
风尚节首次引入了青年人喜爱的
跑步和骑行。活动现场，团市委
书记王宇、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
董勤、中国太保集团总裁贺青、市
社会工作党委副书记屈新平通过
骑行的方式，共同启动2017上海
青年风尚节暨青春上海我成长益

骑跑活动。
团市委副书记刘刚、太保安

联董事长孙培坚分别在活动中
致辞，倡导广大市民积极弘扬公
益风尚。团市委副书记刘刚表
示，“我们用青春矫健的步伐，丈
量对这座城市的深爱和对慈善
公益的坚持；我们举办公益集
市，展示上海青年社会组织的激
扬风采，凝聚起服务社区、服务
民生的青春力量；200多支志愿
者队伍在全市广泛劝募善款、播
撒爱心，共同汇聚起为困难青少
年群体扶危助困的不竭动力。
只要人人都为公益志愿事业出
一份力，这座城市就会成为充满
温情的爱心之城。”

在徐汇滨江活动现场，近
2000名通过“青春上海Act+”平

台报名的各界青年，在已贯通的
徐汇——黄浦滨江线路开展健
步跑、亲子跑、公益骑行等活动，
用青春的步伐宣传公益，扩大志
愿公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主
办方特别邀请奥运冠军、上海市
青年体育联合会会长乐靖宜为
活动鸣枪。

刘先生和妻子一起带着女儿
参与了1.5公里的亲子跑。“我们
平时经常在滨江附近散步，这次亲
子跑还与公益贴近，让孩子一起来
感受下公益氛围。”在徐汇工作的
白领程女士和梁女士此次结伴参
与了5公里跑步，“本来主要想体
验跑步，令人惊喜的是还有展示社
会组织的市集。跑完5公里，再来
参与体验公益市集，已经被琳琅满
目的公益项目‘圈粉’了。”

活动当天，在全市各商业中
心、公园绿地、繁华路段，同时举
办了“我们的年轻范”上海青少年
圆梦公益全城劝募大行动。通过
团区委和社会组织合作的方式，
动员来自全市各区、各行业的
1000余名志愿者组成205支劝募
小队，在全市近30个劝募点开展
爱心劝募。所有劝募资金将进入
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通过
项目申请的方式为困难青少年群
体圆梦。

为了筹集到更多资金，实现更
好的效果，各区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其中静安团区委和虹口团
区委纷纷聚焦于孤独症儿童。

静安区团委联合上海静安越
量儿童心智发展训练中心在静安
公园开展了孤独症相关知识的宣
传，志愿者们五人一队，分头进行
劝募，目标是为30名正在接受干
预治疗的孤独症患儿募集助学金
5万元。与此同时，为了回馈爱心
人士，静安团区委这些参与者普
及孤独症知识，并系上蓝丝带。
而且对于捐赠100元以上的爱心
人士，还会送上印有自闭症孩子
作品的2018精美台历，让每一颗
爱心都能被温暖。

而虹口团区委则与上海虹口
区彩虹笔儿童健康发展中心合作，
在人来人往的虹口凯德龙之梦举
办了分会场活动。为了吸引人流，
他们摆出了爱心集市、进行动漫
Cosplay闪拍、开展龙之梦寻宝活
动。“为了沉默的造梦者”、“青年风

尚”、“为爱牵手”……志愿者们还
手举颜色鲜艳的宣传板奔走的商
场中进行劝募，最终筹集到的善款
将用于为200名“星星的孩子”筹集
艺术疗愈课程教具费。

同样选择在商场开展活动的
还有宝山团区委，他们将宝山区万
达广场作为活动主场，以大华虎
城、宝乐汇作为分会场，开展“爱心
上海·益行青春”公益集中行动，为
贫困家庭儿童带去温暖。活动现
场，有三家爱心企业募捐了15000
元善款。此外，宝山团区委还创意
地将捐款的二维码印制在卡通人
偶身上，穿着人偶服装的志愿者在

“卖萌”的同时，就吸引了不少市民
扫二维码捐款。

将“卖萌”作为劝募亮点的还
有黄浦区分会场的活动。云南澜
沧县是黄浦区的对口帮扶对象，
此次黄浦团区委就以当地孩子为
服务对象，举办了以“我为山区小
朋友圆梦”为主题的劝募行动。
当天，许多参加劝募活动的小朋
友穿上云南少数民族的特色服
装，在云南青年的带领下，走上淮
海路街头，进行别具特色的劝募
活动，吸引了许多路人参与。

经过1天16个区209支劝募
小队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企
业的捐赠，本次劝募活动，线上共
计收到23.59万元捐款；线下共计
14.78 万元捐款，还有捐赠物资
12.98万元；此外，还收到多家爱
心企业捐款，共计4万元，各区总
额共计55.35万元。

作为今年风尚节的“重头
戏”，主办方隆重推出了以“到社
区去”为主题的公益项目推介
会，亲子互动、文化表演、原创售
卖、手工制作等70余家社会组织
进行现场展示和项目路演。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今年还
创立了评分机制，来自全市 16
个区的200多名街镇团青工作者
莅临活动现场，不仅通过手中的
点赞券为路演项目投票，还能与
中意的社会组织进一步接洽，以
引入更多更好的社会组织项
目。同时主办方通过“青春上海
Act+”平台发布、现场派发等形

式向参与者发放了3000余张公
益项目体验券，用于社会组织原
创产品体验尝试。活动结束后，
各家社会组织将点赞券和体验
券交于主办方，根据票券数量，
换算出分数，得分高的机构有机
会在年末的“公益盛典”上获得
奖项。

主办方选择了12家已经落
地街镇，服务过程中表现优秀、同
时具备舞台表演能力的社会组织
进行路演。上海奉贤区趣野科普
俱乐部创始人朱诗逸在路演中与
观众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从
2004年开始观鸟，2008年开始喜

欢地质学，“我想和更多人分享自
己探索自然的美好。”此外，她还
展示了俱乐部的运作情况近期的
活动安排，“希望和大家一起体验
自然的神奇。”同样，与观众分享
公益初心的还有上海乐创益公平
贸易发展中心总干事陈乐丛，她
分享了自己想通过公平贸易这种
贸易扶贫形式解决乡村社会问题
的初衷。她还介绍了“去远乡学
手艺”公益旅游项目，亲子结伴到
山村旅行的同时，学习当地的手
工艺，并通过视频展示小朋友和
家长参与项目后的感受，鼓励更
多人参与进来。

在第32个“国际志愿者日”前夕，由团市委、市
社会工作党委、市精神文明办、市民政局、市体育总
会、市慈善基金会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单位联
合发起的“爱心上海·益行青春”太保安联2017上海

青年风尚节在徐汇滨江绿地举办。本次活动以“爱心上
海”为主线，由一场公益项目推介会、一天全城爱心劝募

大行动和一次公益骑跑活动组成，深度打造全市各界青年和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的跨界“公益众筹”平台，为深秋的申城注入公益暖流。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记者 陈诗松

2000名青年弘扬公益风尚 用青春脚步丈量大城之爱

风尚节不仅是青年人走进青
年社会组织的平台，也赋予了各家
机构对话的契机。一身汉服的上
海橘子树传统文化交流中心工作
人员陈大奖来到“绿主妇”的摊位
上与项目经理王菊萍交流经验。
谈及活动形式，王菊萍说：“我们配
套了许多实践课程，让居民动手参
与。宣传公益不仅靠说，还要动手
做。”陈大奖表示，的确如此，社会
组织在传播理念时，要学会把理念
落到实践，才能让人有切身体验。

“通过与社会组织的交流，感到自
己不是一个人，大家都在做有意义
的事情。”

集市临近尾声时，参与的人流
渐少，不少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拿
着宣传单页，到其他摊位上，与对方
的工作人员交流洽谈。上海阳光天
使公益发展中心是一家面向儿童的
公益组织，该机构理事顾宇晖说：

“今天和许多同行一起交流，尤其是
一些面向青年群体的组织表示，时
间久了，他们服务的青年群体都有
了孩子，想扩张业务线，增加儿童方
面的项目，可能未来彼此会有一些
交流合作。”

今年是风尚节举办以来的第
十三个年头，“和风尚节一起成
长”是参加了多届风尚节的上海

向阳花青年公益社理事长孙冰的
感受。他们最早参与的是第二届
风尚节，当时参与的组织大多以
分享形式讲述志愿者故事。“风尚
节像是我们公益圈子的聚会，能
在这里遇到很多伙伴。”他说，风
尚节一年年举办以来，对青年公
益风尚的传承一直没有改变，“我
们不仅在这里能够见到老朋友，
每年还会遇到许多新鲜的公益组
织，结识新朋友。”孙冰注意到，
如今，活动越来越注重展示和体
验环节，能够与参与者产生更多
互动。“风尚节是一个引领和展示
青年风尚的平台，每年都会产生
许多新鲜、好玩的元素，展现了令
青年群体感兴趣的活动类型和参
与方式的演变。”

手工编制蜻蜓、糖人、面塑
……参与风尚节的人们几乎个个
满载而归。提着纪念袋，举着糖
人的刘先生也是收获颇丰，他感
到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思，并提
出在一年一度的风尚节之外，希
望平时也能有许多常规化的公益
项目供市民参与。对此，主办方
回应，市民可以关注“上海青年家
园”公众号，他们会适时推出公益
活动的招募信息，市民可以根据
自身情况选择参与。

在活动形式方面，这些社会
组织都很注重互动体验和反
馈。参与的70余家社会组织中，
绝大多数都设置了互动项目。
主办方此次分别为参与者和团
青工作者发放了体验券和点赞
券，互动体验活动就成为了社会
组织拉票的主要途径。为了吸
引人们参与，收到更多票券，社
会组织各显神通，有的在路上粘
地贴引导人流，有的通过夸张饰
品和打鼓表演吸引观众眼球，还

有的为参与者发送精致奖品，积
攒人气。

记者踏入市集后，发现路上
贴着“心理加油站”的指路地贴，
顺着箭头一直走就到了上海洄
澜心理咨询中心。该机构成员
陈贞达笑言，设计地贴就是为了
吸引人流，在现场准备了风格各
异的大型宣传相框，供参与者拍
照使用。

上海绿蜻蜓青年公益发展服
务中心此次是风尚节“首秀”，可

谓铆足了劲。记者注意到，工作
人员都佩戴着由瓶盖制作而成的
项链和头饰，同时用非洲鼓敲打
着乐曲，前卫的造型、欢乐的乐曲
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工作人员
姚女士介绍说：“我们平时有手鼓
俱乐部，很多人因为手鼓结缘，继
而走到一起践行公益，从事节能
减排、垃圾分类等环保活动。我
们希望通过风尚节能多多地宣传
项目，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并且获
得更多合作机会。”

除了项目推介，还有每年
“标配”的风尚市集。一顶顶红
色的市集帐篷在徐汇滨江上依
次排开，令人目不暇接。体育运
动、环境保护、自然科普、手工艺
制作……今年的市集围绕“到社
区去”，参与的是已经在社区落
地，或是切合社区需求的社会组
织，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

风尚节关注时尚的公益趋
势，每年都会产生一些新鲜要素。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今年市集上，
传统文化和急救安全相关社会组
织成为“吸睛率”最高的展位。

上海众合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将皮影戏搬到了市集上，人们可
以在这里体验皮影戏的人物涂
鸦、制作和表演，有的小朋友一直
玩了大半个小时还不愿意走。皮
影戏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
人们生活中基本不接触皮影戏，
所以产生了文化断层。“其实皮影
戏就是古代的动画片。”该机构的
首席服务官徐国平说，现在家长
非常鼓励孩子学习传统文化，通
过活动，让孩子感受到静态的皮
影戏人物如何形成动态，在这样
深入地学习和了解后，有利于他
们传承这项传统文化。

“有兴趣学习下女子防身术

吗？”“觉得项目不错的就来点个赞
啊！”克卿体育教练员李玲玲的话
音刚落，一旁的女士已经和工作人
员比划了起来。据了解，该机构致
力于面向少儿、白领和老年人普及
武术。尤为特别的是，他们开创了
坐式八段锦，让腿脚不便的老年
人，可以坐着练习武术。

此外，市集上还出现了好几
家关注急救技能和城市安全的社
会组织，他们各有特色。例如合恩
公益偏向于现场急救，以及相关知
识的普及，而上海政法学院减防灾
应急救援社的同学们带来了电子
安全地图和安全培训项目。

来自崇明团区委的团干部
金女士点赞了从事体育运动推
广的社会组织。她认为，这些
项目都很不错。如果要真正落
实到街道，则需要根据街道的
现有人群进行匹配，例如社区
里小朋友比较多，可以选择简
单的手工艺项目。而对于崇明
区，集市上这些富有新意，又相
当时尚的项目都非常需要。因
为郊区地理位置偏远，开展活
动时在交通、人力和时间方面

的成本较高，所以比较缺乏公
益资源，未来希望配套更多公
益项目。

带着任务前来的嘉定团区
委挂职副书记李燕对面向青少
年和老年人的项目比较关注。
她说：“这些都是区里亟需的项
目，我们这次参与就是来看看是
否有适合引进的项目，也确实开
阔了眼界，发现了很多优秀项
目。”

今年已经是徐汇区枫林街

道团委工作人员罗婕第二年参
与青年风尚节，她先后与许多社
会组织的负责人开展交流。“为
了明年工作的顺利沟通，我来了
解是否有合适的项目和资源。”
她说，“其实这类活动在社区的
推进可以更深入一些，不仅街道
团口的工作人员，还可以邀请其
他部门的同事一起参与。因为
这些项目包含养老、心理关怀、
青少年教育等各个方面，与我们
的工作密切相关。”

之爱 用创意风尚圆青少年之梦
2017上海青年风尚节为申城注入公益暖流

“到社区去”公益推介

青春上海益骑跑

首邀200多名街镇团青工作者 为路演项目点赞投票

挖掘资源“各取所需”让青年社会组织“到社区去”

风尚市集“弹眼落睛”传统文化新鲜“玩法”

社会组织各显神通 铆足干劲吸引互动

机构实现横向交流 与风尚节一起成长

全城劝募大行动

205支劝募小队各出奇招为青少年圆梦
“益骑跑”拉开2017上海青年风尚节序幕。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2017年12月5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梁超业 美术编辑谭丽娜

各区的劝募小队呼吁路人捐献善款。

用青春脚步丈量大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