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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 由基金会中心
网主办的以“合作共赢，构建良
好的公益生态系统”为主题的大
会在京举行。 大会就公益慈善生
态系统建设需要关注的重要问
题，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的不同
角色的定位与合作，一带一路大
背景下的环球慈善等话题进行
了讨论。

基金会中心网数据统计显
示，截至 2014 年底，我国慈善基
金会行业净资产已超过 1000 亿
元， 当年公益支出超过 300 亿
元。 截至 2015 年 11 月 25 日，全
国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 60 万
家，其中慈善基金会数量达 4696
家。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基
金会中心网名誉理事长徐永光
在《合作创新，再造公益慈善生
态系统》的主题发言中提出“公
益生态系统是存在于包括政府、
市场的一切社会生态关系之中
的，其生态系统的再造并非公益
部门的闭门造车。 面对日益复杂
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公益慈

善部门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
时， 还必须学习与政府部门、市
场部门的跨界合作，进行社会创
新，才能在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中
实现自己的价值”。

美国基金会中心副总裁 Jef－
frey Falkenstein 在现场分享了
《中美慈善数据合作的前景和意
义》。 他指出， 中美有很多共同
点，中美公益慈善行业也有很多
相似的地方。 中国基金会行业的
发展非常迅速，涉及一些新的领
域，关于社会投资等等，中美间
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美基金会
中心的数据合作清楚地展示出
中美慈善组织间的紧密联系，同
时也为未来双方加深合作，共同
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基础。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随
后向到场嘉宾做了《基金会中心
网五年成长之路》 的工作汇报。
作为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
基金会中心网数据中心已覆盖
2005 至 2014 十年间基金会的基
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以
及捐赠信息。 基金会中心网与国

内外的诸多知名基金会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包括美国盖茨
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及美国基金
会中心等；同时也与国内外的一
些知名大学建立了良好关系，包

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佛大
学等。 近年来，基金会中心网参
与了《国际慈善数据宪章》的起
草和制定，为中国慈善组织发出
应有的声音。 同时，中心网也在

倡导慈善数据的应用方面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推出了基金会透
明标准中基透明指数 FTI， 推动
了基金会行业整体的透明度发
展。 （李庆）

� � 11 月 26 日，“旭航”助学项
目正式落地四川阿坝州小金县
小金中学，150 名高中生领到了
首笔助学金， 资助还将一直持
续到这些学生到高中毕业。

他们需要支持

“旭航”助学是中国石油与
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专
注于教育领域的公益项目，旨
在帮助贫困高中生完成学业，
实现求学梦想。

“旭航”助学项目将活动试
点选在了河南、 四川革命老区
的 4 个国家级贫困县。 今年 3
月，项目启动助学申请工作。

“从老师那里知道了这个
项目，我就写了申请。 ”高二学
生唐荣佳表示。

唐荣佳是小金县马桑村
人， 父母在他幼年的时候就已
经离世， 他在爷爷奶奶的照顾
下和弟弟一起长大。 虽然家里
只能靠种些玉米、 养几只羊有
些微薄的收入， 但这并没有影
响唐荣佳的乐观。

在申请中， 他写道：“其实
我觉得贫困并不是什么丢人的
事，只要全家快乐、幸福就好。 ”
因为学业紧张， 每周只能回家
一天的他， 总是会尽力帮爷爷
奶奶做事。

而在学校， 学习自觉的他，
不仅自己努力，还担任数学课代
表，组织大家一起学习。“我们每
天下午都会研究几道难题。老师
出了题目之后，我就组织大家在
自己思考的基础上一起讨论。 ”
唐荣佳略带腼腆地说。

良好的学习习惯， 使唐荣
佳的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前

列。
虽然由于环境闭塞， 只能通

过课本、老师的讲述等有限地了解
外面的世界，但这并不影响唐荣佳
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对于未来， 唐荣佳表示：
“我想走出去，因为外面有美好
的前途。 ”至于具体的目标，“我
想一直读到博士。 ”他说。

对外界的渴望需要支持，
对于像唐荣佳这样的孩子来
说，不缺聪慧，不缺努力，他们
缺的只是一点支持。

“我们这里的贫困学生比较
多，因此申请的人也比较多。 学
校成立了由班主任、 年级组长、
学校领导组成的评审小组，在班
主任实地走访的基础上，根据项
目的要求，按照家庭贫困、学习
优良的标准确定了受助名单。 ”
小金中学李校长强调。

经过学生所在村、 学校、县
教育局、中国扶贫基金会四级筛
查机制，最终包括唐荣佳在内的
150 名小金中学高中学生成为
资助对象，每个年级 50名。

除了小金中学， 受到资助
的还包括四川省巴中市通江中

学、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一中、
信阳市新县中学等学校的学
生。

持续资助 爱心延续

根据项目规划， 这些学生
每学年将被给予助学金 1000
元，一直到高中毕业。 对于考取
二本及二本以上的学生还将发
放奖学金。

助学金不会一次发放，而
是每月发放 200 元， 分别在每
年 3 至 7 月份、9 至次年 1 月，
由学校老师发放到学生手中。

至于为什么这样考虑，扶
贫基金会工作人员李昊表示，
这是为了让助学金可以切切实
实用到学生身上， 而不会被用
到其他地方。

这些钱虽然不多， 但对学
生的激励作用是明显的。 唐荣
佳就表示：“一个成功的人是缺
少不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爱和
亲人的支持的， 所以我一直梦
想成为一名爱心人士可以帮助
他人。 ”

（王勇）

我想成为一名爱心人士
“旭航”助学金落地四川小金中学

每一个受助学生都会领到一张结对卡

� � 11 月 22 日， 伴随着北京的
大雪，798 悦·美术馆内 2015“冉
冉晨光———关爱脑瘫儿童 成
就别样梦想”公益展拍会在爱与
温暖中拉开序幕。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儿童
项目部副主任刘芳出席活动并
讲话。 主办方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晨光联合劝募基金、 悦·美术
馆、绿梦公益的相关代表人及宗
小美悉数到场。 拥有天籁之音的
东方梵音王子桑吉平措，用他那
富有磁性而清脆的歌喉，为活动
助兴。 小丫公益、福心公益、蝴蝶
会等公益机构全程大力支持。

此次展拍会以晨光脑瘫儿
童康复中心小朋友的画作为主
要展览对象，展开了一系列丰富
而有意义的活动。 现场人们悉心
观赏孩子们的作品，遇到心仪的
纷纷竞拍收藏。 也有很多爱心人
士及企业选择了一对一认捐困
难家庭小朋友的康复、 教育、住

宿、护理、生活费用。
此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有

数十家爱心企业及个人捐赠了
无数商品现场进行静默拍卖和
义卖，所得的款项全部捐赠予晨
光基金。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非常喜
欢这样的公益形式，活动在热烈
的气氛下进行了三个小时，直至
5 点才结束， 本次活动共募集善
款 47045 元。 与会人士无不为这
些孩子动容，均表达出希望再次
参与活动的意愿。

活动发起人宗小美说：“这
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汇聚社会爱
心力量，帮助特殊群体的公益活
动。 此次活动由四方主办，三个
公益机构鼎力支持，数十家爱心
企业及个人联合赞助，大家众志
成城，为一期活动，为了晨光的
孩子们， 模糊了彼此的界限，因
为大爱而汇集在一起。 这是多么
的可贵。 ” （徐辉）

冉冉晨光公益展拍 关爱脑瘫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