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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档案

Love & Share

用影展，给平凡战疫志愿者一个舞台

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发起“你戴口罩的

样子真美”公益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很欣

慰在疫情期间， 我能够为我们国家，为

社会做点事情”、“很激动， 我可以被肯

定和认可”、“看到自己的照片在影展出

现、照片登上公交灯箱广告，我都激动

得哭了”……4 月 16 日，信息时报联合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你戴口罩的

样子真美”公益活动，面向广东省征集

战疫英雄的照片和故事，为他们送上精

美的相框照片，发动手绘志愿者为他们

绘画， 在 VT101 维多利广场和珠江新

城公交站场为他们开线下影展，帮他们

登上广州市各大公交站的灯箱广告

……希望给予那些默默付出的战疫先

锋们一个舞台，向他们表达敬意。

据悉， 该活动还得到了 VT101 维

多利广场、广州市公用公交站场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新世界萧邦文化艺术培训

中心的大力支持。

给市民一个表达感恩的机会

5 月 10 日，“你戴口罩的样子真美”

战疫公益影展在 VT101 维多利广场开

幕，战疫先锋们的照片、故事以及手绘

志愿者为他们创作的画作吸引了很多

市民围观。 这些战疫先锋们除了有医护

人员， 还有那些在大家身边默默付出

的平凡人，他们有的是社区工作者，有

的是公益人，有的是出租车司机……

一位在商场餐厅工作的服务员在

空闲时间出来看展， 她说：“这个影展

特别好，很有意义，可以让我们了解一

下这些在疫情中守护我们的好人的故

事。 ”参与手绘创作的志愿者也分享道：

“能够为战疫先锋画画，我觉得很荣幸，

我非常感激他们的付出。 ”

除了在 VT101 维多利广场开公益

影展，5 月 19 日， 珠江新城公交站场分

影展也开幕了，主办方表示，本次影展

的选址都属于市民们日常会遇到的公

众场所，希望给予市民们一个表达感恩

的机会，向战疫先锋们致敬。

给战疫先锋一个被赞扬的舞台

除了开公益影展，帮战疫先锋登上

广州市公交站灯箱广告，主办方还在微

博发起话题 # 你戴口罩的样子真美 #、

开直播、传播短视频……在线上与网友

互动，给战疫先锋们一个被肯定、被赞

扬的舞台。

他们不是明星，不是名人，他们是

我们身边的平凡人。 但是，在疫情期间，

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平凡。 因为有他们

的默默守护， 疫情才得以早日得到控

制。 看到城市开始恢复活力，他们为自

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欣慰，而当看到自己

的照片和故事被展出，他们看到了社会

给予了他们的肯定，坚定了自己做公益

的心。 在 5 月 19 日珠江新城公交站场

公益分影展开幕当天，广州市公用公交

站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南站公交

站场副班长韦新仍看到了自己照片的

手绘版本， 自己都不敢相信画的是自

己，他说：“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看到

这幅画，我很感动，很特别。 ”他站在画

前仔细看了看，和周边的人开玩笑地说

道：“作者还把我画瘦了，比较像我刚开

始参加工作时的样子。 ”韦新仍告诉记

者：“看着这幅画，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刚

来公交站场的样子， 想起了自己的初

衷，现在，我已经是副班长了，希望自己

能够不忘初心，继续加油，非常感谢作

者给我画的这幅作品。 ”

除了韦新仍，还有很多战疫先锋们

到 VT101 维多利广场、 珠江新城公交

站场、 各大公交站找到自己的照片，打

卡拍照，发到微博话题 # 你戴口罩的样

子真美 #，与网友互动。

“我们希望通过留住‘最美面孔’的

方式， 留住战疫英雄们无私无畏的精

神，留住他们为疫情付出的努力，送上

祝福，表达敬意。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工作人员说，“我们看到，活动从征集照

片、手绘再到影展，吸引了很多志愿者

和市民的参与，大家用各自的方式为战

疫先锋打 call， 让最美面孔登上城市的

C 位。 我们相信，这份温暖和感动，会永

存心间，也会在这座城市里继续延续。 ”

据悉，VT101 维多利广场战疫公益影展

将于 5 月 24 日闭幕， 珠江新城公交站

场分影展将于 5 月 29 日闭幕， 灯箱广

告展 6 月中旬结束，想要看展的市民抓

紧了哦！

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共圆英雄梦———守护童心”活动

心理咨询师加盟守护童心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少韩 ）

因为父

母不在身边，因为缺少关爱，因为……

许多生活在偏远山区的留守儿童们存

在着心理方面的问题。 自卑、叛逆……

让学校的老师们头疼不已。 对此，被“共

圆英雄梦” 项目组选中的战疫英雄、广

东省第十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广州医

疗队队长、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急诊

科主任高渝峰提出希望更多人可以关

注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守护孩子们的

心灵的想法之后， 为了助其圆梦，5月17

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信息时报

开展“共圆英雄梦———守护童心”关爱

留守儿童公益活动。 目前，该活动正在

招募心理导师与志愿者，组建一支热心

公益且对心理辅导感兴趣的志愿者队。

比起捐物资， 他们更需要的是

心理关怀

据悉，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已经开展了多期“益起过中秋”、

“针心针意”等关注留守儿童的活动。 早

期以送物资为主，后来还加入了支教送

课程的环节，而渐渐地，很多志愿者与

高渝峰有同样的感慨：“留守儿童们最

需要的应该是心理上的陪伴和专业的

心理辅导。 ”

本次活动，主办方选择在广东省肇

庆市广宁县木格镇中心小学作为试点，

据了解， 该校现有学生 1150 人， 约有

470 多名留守儿童，占总人数的 35%。 木

格镇中心小学校长黄明说：“希望有心

理老师可以来指导一下我们的教师，让

教师能更好地与学生进行沟通。 ”

心理咨询师加盟助力圆梦

活动启动之后，“心寻岛”公益项目

发起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军决定

加入圆梦计划， 作为志愿队伍的导师，

开设心理咨询基础技术培训课，指导志

愿者们开展心理咨询服务。 据了解，该

课程适合人群为学校老师、 教育者、社

工、公益人以及对于心理健康关注的志

愿者。 张军老师介绍道：“这个课程的设

计相对会简洁明了一些。 我会看重结构

化和流程，更加注重操作性。 这个学校，

我之前接触过，学校的同学和很多地方

的孩子类似，都不愿意轻易地打开自己

的内心世界。 这会让很多老师和家长在

处理各类问题时，确定不了根源，一筹

莫展。 对此，我会在这次课程中有针对

性分享一些案例的处理方法， 例如：厌

学、手机游戏成瘾、校园欺凌、人际关系

冲突等。 ”

据悉，该课程共12节，都是线上的课

程， 参与课程的志愿者还有机会与张军

老师一起到木格镇中心小学做心理咨询

服务。 张军老师说：“我希望课程可以达

到的效果是志愿者们可以评估一些简单

的心理症状，并给出改善建议。 我也希望

志愿者们能够掌握基本的心理咨询技

术，尽可能多地打开孩子的心扉，了解内

心情况，做一些简单的干预。 ”

目前，活动正在招募对此感兴趣的

志愿者，如想报名，可联系信息时报爱

心档案官方微信号（Seven3377777）！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军跟乡村

孩子们在一起互动。 受访者供图

战疫先锋梁修飞、詹敏、韦新仍现

场打卡照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