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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大学生领导力发展：不仅解困，更要“赋能”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7 月 29 日，华南师范大学大
三学生李静向现场评委展示她一
年来的项目成果，几番较量下来，
她的“非视觉摄影”项目获得了第
二期“星巴克中国青年领导力发
展项目”全国总决赛的季军。

回想这一年， 李静感慨道：
“如果不是项目参与， 我不觉得
一个学生能做的事情有那么多，
而且能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影响
力。 ”

先为他人做嫁衣

2015 年 11 月，第二期“星巴
克中国青年领导力发展项目”启
动，这个由星巴克与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联合推出的公益项目始
创于 2014 年， 吸引着全国数百
青年人“加盟”PK， 李静创建的

“非视觉摄影”项目也成功入围。
“他们虽然看不见， 但不应

该只是成为公众的被拍摄对象，
拿起相机，他们照样是一名专业
摄影人。 ”李静说，她的第一次
“非视觉摄影” 项目实施是从广
州当地的一所盲校开始的。

第一次走进盲校，李静还有
些忐忑，对于这个从来没有涉足
的领域， 甚至感觉有些无措，但
盲校里孩子们稚嫩的面容使李
静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李静觉
得，眼前的这些孩子如同“天使”
一般可爱。

“非视觉摄影”的第一次活动
是将盲校的孩子请到了华南师范
大学的校园里，让孩子们通过“非
视觉摄影”体会大学时光。没有想
到， 孩子们在拍摄过程中异常兴
奋， 很多孩子的渴望之情溢于言
表。第一次校园体验课程完结后，
盲校老师告诉李静活动非常成
功，希望能够多来盲校开展。

但李静心里有着另外一种
想法———如果“非视觉摄影”项目
不仅仅只是针对盲人群体， 而将
其扩展到更多的人群， 这样受益

者会不会更多？ 李静甚至盘算着
通过向健康人群推广“非视觉摄
影”项目进行商业价值开发，使得
在更好地关注视障群体的同时，
还能够有一定的项目盈利。

此时，在李静心中，一个“非
视觉摄影”的发展大计正在快速
构建。

再为自己赋能力

项目实施约半年后，迎来了
“星巴克中国青年领导力发展项
目”的总结大赛，有着几次项目
成功实施成果的她，带着方案准
备向总结大赛发起冲刺。

当天下午，又一次“非视觉
摄影” 活动在盲校如期举行，几
小时的活动很快结束，和往常一
样，李静开始收拾活动工具准备
返回学校。 这时有 7 名孩子跑了
过来，将李静团团围住，其中一
名孩子对李静说：“姐姐，我们知
道你带我们做完这场活动就要
去别的地方了， 不一定会回来，
但我还是想帮助我们学校的众
多同学留下你，因为他们也需要
享受‘非视觉摄影’的乐趣。 ”

听完这席话，李静感慨万千，
她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个公
益举动，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李
静看着孩子们， 用手轻轻拍着孩
子的肩膀，并没有说些什么。

当天， 回到学校的李静，立
刻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另外 4
个小伙伴，这个“非视觉摄影”的
5 人团队在当天晚间做出了一个
重大决定，她们决定重新修改即
将于第二天路演的项目计划书，
只为了这些孩子的期盼。

从晚上 12 点开始直至凌晨
4 点，“非视觉摄影” 项目团队的
5 名成员修改路演计划， 将之前
针对健康人群的视障体验推广
暂时删除，修订为专门针对视觉
障碍群体的“非视觉摄影”体验。

“广撒网，不如集中一点，这

样项目可能会更好。 ”李静说。
次日，带着新修改的“非视

觉摄影”路演计划，5 人团队一起
站在了“星巴克中国青年领导力
项目” 的路演舞台上。“面上的
‘铺张’不如集中‘打击’”，这是
专家给予“非视觉摄影”项目的
评价。

李静非常清楚，因为参与这
个项目，学会了事情在不同发展
阶段的处理方式。 最终，专家给
出了“星巴克中国青年领导力项
目”华南赛区前五名的好成绩。

“公益”与“收益”平衡

和前文李静的“非视觉摄
影”项目一样，有一些项目也尝
试追求“公益”与“收益”的平衡，
在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使社会价值最大化。

西南民族大学“朝花夕拾”项
目是一个致力于服务老年人群
体，为老年人提供“私人定制”回
忆录的公益项目， 以专业化的口
述历史、 影像等形式为老人记录
下可以传承至子孙后代的家书。

中国正在逐步步入老龄化社
会， 每个人的身边都有老人需要
关怀，如果能留住他们的回忆，这
或许是对亲人最好的怀念。于是，
这个项目一经发起便落地社区，
得到社区老人的热烈欢迎， 从而
跻身首届“星巴克中国青年领导
力发展项目”的全国十强。

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 5 名
学生是这支十强队伍的“执行
人”， 他们当中的发起人说：“在
老人有生之年，记录老人与子女
的生活点滴，通过专业编辑方法
最大限度留住老人的‘青春年
华’， 这无疑对于子女和全社会
都有着很大的实际价值。 如果项
目进行适当开发，商业价值也将
显现。 ”

最终这支团队在社区项目
中风生水起，有一些专业性的机

构开始主动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但此时，团队发起人觉得有了商
业因子的嵌入，如何保障项目公
益属性成为另一个问题。

而云南大学的“啡尘工坊”
项目将咖啡渣转化为有机肥料，
用以培育盆栽并进行公益售卖，
在传播绿色循环理念的同时，也
实现了经济价值，这使得项目具
备了“公益”与“商业”的平衡。

“赋能”中国青年

近几年， 以青年赋能为主
题，类似前文的提升青年领导力
的公益项目逐渐增多，在设计上
大多以竞技方式呈现，在广度和
深度上都得到青年热捧。 而作为
项目受益方，青少年在发展的合
适阶段参与相应的领导力发展
培养， 既可促进自身的长远发
展，也可有效避免资源投入的盲
目性和低效率。

李静参与的这个项目最初
始于 2014 年 6 月，由美国咖啡公
司星巴克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合作，前者注入 150 万美元(约合
930 万元人民币)资金，每年开展
一期，共计三期。 项目每期挑选
500 名在校大学生成为学员，分

阶段为学员提供青年领导力培
训，培养学生商业智慧、社会良
知和沟通协作能力，为中国未来
储备青年领袖。 每年均有来自全
国十所高校的 50 名在校大学生
参与“年度星巴克青年领袖”十
强的角逐。

截至目前，“星巴克中国青
年领导力发展项目”已经成功举
办两届。 2016 年，项目在高校中
组建了 100 支公益团队，积极展
开调研、实践和项目路演。 从创
意、设计到实践，同学们共计走
访了 100 余个社区和学校，服务
了超过 10000 余名群众， 收获了
11 万余次网络点赞， 获得了 30
余万次关注。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井顿泉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新形势下，一代超
过一代，是历史必然规律。 这并
不是强加于青年人，而是青年人
通过自身努力适应新的社会形
势，实现绿色协调发展。 当代青
年人大多在独子化、少子化家庭
里成长，独立、个性意识强，开展
青年领导力发展项目对于培养
和提升青年人规则意识、社会责
任感、创新和实践能力具有积极
意义。 ”

第二届星巴克中国青年领导力发展项目全国总决赛比赛现场

日前，江苏省泗洪县政府联
合当地保险公司、蚂蚁金服集团
推出了低收入人口“扶贫 100”商
业保险， 覆盖泗洪县总计 13.26
万名低收入人口，每人每年保费
为 100 元， 保障范围包括意外、
健康、 家庭财产和教育四个方
面。

值得注意的是，“扶贫 100”
商业保险并不需要个人缴纳一
分钱， 保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渠
道：一是县慈善总会利用互联网
平台，即支付宝公益平台在线上
接受社会各界捐赠；二是线下接
受企业和个人资助，所筹款项全
部进入县慈善总会账户；不足部
分由省、 县安排的扶贫资金解
决，政府进行兜底。

有了这份保险，初次患相关
重大疾病（按相关比例报销与补
偿）、 意外受伤（最高赔付 2 万

元）、 房屋受损（最高赔付 1 万
元）都可获得保险理赔，考上高
中或大学还会分别获得 2000 与
3000 元教育补助金。

在泗洪县，低收入户的标准
是人均年纯收入低于 6000 元。
据统计， 在该县 13.26 万低收入
人口的致贫原因中， 因病占比
50.54%，因残占比 18.01%，因灾
占比 3.21%、 因学占比 4.92%，合
计占比 76.68%。 泗洪县委副书记
朱长途表示，“扶贫 100” 商业保
险恰恰可以针对因病、残、灾、学
致贫对症下药，“如果近八成的
致贫原因都可以因保险而得到
缓解，这对于泗洪的扶贫将产生
很大作用。 同时，在扶贫中引入
商业力量，借助保险公司完善勘
察、定损、理赔体系，也能在很大
程度上提高扶贫效率。 ”

目前，支付宝公益平台已经

为此募集到了 60 余万元保费。
8 月 12 日，记者采访了泗洪

县上塘镇谷墩村 35 岁的农民李
红宇，他是“扶贫 100”保险第一
个拿到理赔款的人。

一个月以前，李红宇家中的
老房子因电线老化引发火灾，家
具和电瓶车全都被烧毁。 李红宇
表示，房子修好至少需要七八千
元， 而这差不多是他一年的收
入。 火灾发生两天后，李红宇的
支付宝上就收到了一笔来自中
国人保的理赔款，金额高达 9214
元 ，“这比送我两桶油有用多
了！ ”

据泗洪县扶贫办主任朱殿
华介绍，每个乡镇都有一名扶贫
专干，他们首先会对扶贫专干进
行培训；扶贫专干负责对村干部
进行培训，村干部再告知所有的
低收入农户，把保单送到低收入

农户手里，并进行解释，“我们希
望通过这种方式减轻低收入农
户的支出水平， 降低他们的负
担，不让他们因学、因灾、因病以
及意外伤害等返贫。 ”

除了通过支付宝公益平台
募集保费，蚂蚁金服还与当地保
险公司合作为泗洪县所有拥有
支付宝账户的低收入户生成了
电子保单。 用户打开支付宝内的
保单管理器，就可以查询到电子
保单，以避免因纸质保单丢失导
致的理赔问题，同时，保险公司
也可以通过支付宝向用户支付
理赔款。

这一点，95 后女生蒋倩深有
体会。 蒋倩生活在泗洪县的穆墩
岛，这是洪泽湖上唯一一个有人
居住的小岛。 她和家人住在穆墩
岛一艘不起眼的篷船上，靠捕鱼
为生， 家庭年收入仅约 1 万元。

今年蒋倩考上了大学，在提供了
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等信息后，
很快她的支付宝就收到了保险
公司支付的 3000 元教育补助
金，解决了一半的学费。

蚂蚁金服战略研究部总监
冯佳琪分析表示，“移动互联网
让金融服务的触角可以更方便
地深入乡镇，普惠金融离不开技
术的支持。 ”据他透露，蚂蚁金服
正在思考是否可以利用区块链
技术进一步完善泗洪模式，追踪
每一笔善款所对应的保单及理
赔状况，并反馈给捐助者，从而
让整个过程更为公开透明可信。

蚂蚁金服方面表示，计划在
三年之内拓展 1000 个县域参与
到“互联网+”智慧县域，其中包
含 200 个贫困县，“互联网+公
益+保险” 这一精准扶贫模式有
望在这些贫困县得到推广。

互联网＋保险＋公益 江苏泗洪开创精准扶贫新模式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