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ic 专题
２０17．5.23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14

为“520”增添新含义
投资人王功权启动全纳教育公益基金会

2017 年 5 月 20 日， 北京培
奇全纳教育公益基金会在北京
正式召开基金会启动大会，这是
中国第一家专注全纳教育领域
的公益基金会，其由著名投资人
王功权和在全纳教育领域践行
十多年的战伟联合发起。

发布会上，两位发起人公布
了基金会的主要使命，是致力于
倡导、推广全纳教育理念，资助
全纳教学方法在国内学前教育、
基础教育中的研究、推广、实践

和交流。 同时，基金会还将资助
全纳教育师资培训， 建立幼儿
园、 小学的全纳教学实验基地。
王功权指出，基金会将探索可持
续的模式，让有限的资金和资源
起到催化和孵化的作用，通过资
助、培训、带动多方合作，来使全
纳教学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
推广。 同时，基金会还呼吁发起
“5·20 世界全纳日”，让更多的人
关注这个领域。

全纳教育 (inclusive educa－

tion)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94 年 6 月 10 日在西班牙萨拉
曼卡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
大会”上正式提出。 大会通过《萨
拉曼卡宣言》， 提出五大原则，
即：每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
权利；每个儿童都有其独特的个
性、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学校
必须关注学生的不同特性和需
求差异；学校应接纳所有学生并
满足他们的特殊教育需要；学校
应该提供一种有效教育，反对排
斥和歧视学生。“全纳教育”理念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于
1990 年、1994 年和 2008 年举办
的三次大会中逐步完善、成型。

在此次启动大会上，联合发
起人战伟进一步解释说，全纳教
育不是给出一个不变的教学标
准，一个不变的教学形式，要与
时俱进，但中心理念不变，那就
是每个人的生命应得到平等对
待，然而个体的学习需求因秉性
不同会有差异，这些差异性应该
得到尊重和满足。 因此，政府和
全社会都应该本着尊重、 接纳、
平等的原则，致力于为每一个学
习者提供适合的教育。“两千年
前孔子曾经提出过因材施教，提
倡平等的、面向所有人的，同时
又是有针对性的教育。 这是很了

不起的。 这种观念和我们今天提
倡的‘全纳教育’理念其实是相
通的。 不同的是，‘全纳教育’提
供了适合现代的理论框架和实
践经验，包括教学方法、教具、教
材等，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为我们
现代人定制的一种‘因材施
教’。 ”

但目前，国内教育领域资源
的主要提供者是政府或者依靠
社会资助———后者无法解决全
纳教育经费总体上的不足的问
题；前者（政府）尽管在传统教育
的普及和完善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成果有目共睹，但对全纳教
育的相应的推动相对比较缓慢。

基金会联合发起人王功权
介绍，北京培奇全纳教育公益基
金会成立后将进行全新的探索，
希望可以发挥“催化剂”、“孵化
器”的功能，让有限的资源得到
最有效发挥：“个性化的、适合的
教育会被社会更加喜欢和接受。
我们就是要让教育领域的相关
机构认识到，有这样的事，有这
样的教育形式和模式，有巨大的
社会正向意义。 我们希望可以通
过师资培训、组织学习和参观等
方式，带动多方合作；在未来几
年内，进一步推广和扩大全纳幼
儿园、 全纳小学的教学实验基

地，甚至争取让全纳教学理念和
师资培训进入更多的大学校
园。 ”

据介绍，北京培奇全纳教育
公益基金会的首期募款目标是
一千万人民币。 主办方在发布会
现场特意安排了捐赠仪式，公布
首笔赠款包括王功权捐赠的 330
万人民币及其他几位重量级嘉
宾的捐款。

除了宣布成立北京培奇全
纳教育公益基金会之外，发布会
还正式发出倡议，呼吁建立“5·
20 全纳日”， 以吸引更多公众的
关注，助力“全纳教育”的概念更
快地深入人心，造福人类。 同时，
北京培奇全纳教育公益基金会
还将努力向中国立法部门进一
步建议，完善原有的法律，更新
新的立法，使得全纳教育在法律
层面拥有相应的支持。

基金会机构虽小，但使命重
大，王功权说：“我们在扮演‘先
行者’的角色，更要发挥星星之
火可燎原的作用。 希望在不久的
未来，具有社会公益属性的全纳
教育基地将在全国各地都出现，
逐渐形成百花盛开的局面，也希
望‘5·20 全纳日’可以成为教育
领域乃至人类文化的标杆纪念
日。 ” （高文兴）

2017年 5月 11日，在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成立 70 周年之际，东
方文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彩
虹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阿
拉善 SEE基金会副会长童书盟成
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的首位“儿童守护使者”。

儿童守护使者项目是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通过热心于儿童
公益事业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社会爱心人士，凝聚社会各方资
源来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中国开展工作，改善中国儿童生
活现状的项目。

作为“儿童守护使者”，童书
盟将参与支持“千名乡村儿童福
利主任项目”。 2010 年起，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和民政部共同实施
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在
中西部五个省份的 120 个项目
村设立儿童福利主任的岗位，并
在当地开办“儿童之家”。

儿童福利主任深入到村里
每一户家庭，来到每一名儿童的
身边，按照服务项目草案和工作
指南开展儿童困境状况监测、困
境儿童情况上报和救助保障申
请落实、 情感关爱与引导等工
作。

试点项目自 2010 年启动以
来，每名儿童福利主任平均每年
可以协助近百名有需要的儿童
享受到应有的福利保障，试点地
区先后有十多万名儿童受益。

2015 年，民政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基层
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
作的意见》， 决定在全国百县千
村推广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
的经验。

对于童书盟来说，成为“儿
童守护使者”是在对项目进行详
细考察后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
着更多的责任与投入。

《公益时报》：你是怎样成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守护
使者”的？

童书盟 ：去年十月，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跟我接触，基于我在
过去十几年的努力，希望我成为
第一位使者。 经过多次沟通，我
发现这个项目很适合我。

4 月 20 日，我参加了云南德
宏州陇川县“儿童福利主任”项
目调研。 我发现儿童福利主任能
够深入到村里每一户家庭，来到
每一名儿童的身边，成为连接政
府系统和需要帮助的儿童及家
人的重要纽带。

这是儿童福利体系的一个
系统工程， 是值得复制和推广
的。 跟我发起成立北京彩虹公益
基金会一直做的和倡导的儿童
关爱项目是契合的，而且我的经
验和能力也能够帮助这个项目
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我就乐意
接受。

《公益时报》：调研中有什么

印象深刻的，儿童福利主任的确
让困境儿童状况得到改观了吗？

童书盟 ：是的，调研中很多
案例都可以证明。 比如一个得了
地中海血液病的小女孩，原来在
家中就等死了，但福利主任帮助
申请了医保，然后把这个消息通
过专业的渠道发布给社会，有专
门资助大病的一些基金会跟他
们联系上了，这个孩子每个星期
都去医院治疗，她的医疗资金基
本上也有保障了。

目前政府已经越来越关注
困境儿童等弱势群体，也给予很
多补助支持，但因为在最末梢的
乡村， 没有人给他们争取权益，
而儿童福利主任随时关注国家
对有哪些新的政策、 新的福利，
还有争取社会的援助，从而实实
在在地帮助到他们。

《公益时报》：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的驻华代表，对你成为我国
首位儿童守护使者有什么期待？

童书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驻华代表 RANA FLOWERS 和
我有过 3 次深入交流。 关于对我
的期待，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希
望基于我这些年在困境儿童领
域当中的一些贡献及影响力，能
够唤醒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
这个行动当中来；

另外一方面也期待我能够
对他们的体系当中不完善的地
方进行一些弥补，在社会力量这

方面有一个有效的补充和完善。
《公益时报》：你所面对的挑

战是什么？
童书盟：原来做困境儿童关

爱， 其实是代表自己的企业、基
金会和个人来做，现在是上升到
一个更高的层面。 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强调要有示范效应，一方面
是带动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
另一方面要找出方法、 机制，形
成更多的能够复制的模式。

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已不
是我一个人行为，也不是一个企
业或基金会的行为了，而是一个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解决困境儿
童问题的有效办法，需要把各方
力量聚合到一起。

《公益时报 》： 你可能会给

UNICEF 带来什么惊喜？
童书盟 ： 社会力量是强大

的，我非常想推动儿童福利主任
项目的品牌化， 让更多人了解
它。

《公益时报》：作为儿童守护
使者，在你个人工作方面有什么
规划？

童书盟： 我有一个目标，至
少要建 20 个儿童活动中心，然
后再增加 20 个福利主任， 可以
辐射到上千个儿童，这是我定的
一个小目标。

然后呢就是完善体系，我要
动员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的力
量，以及社会的力量，把这个体
系做得更强有力、更丰满。

（王勇）

童书盟：“儿童守护使者”不仅仅是一个称号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向童书盟颁发“儿童守护使者”荣誉证书

众嘉宾启动我国第一个专注全纳教育领域的公益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