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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5专题

关爱留守儿童，关爱自闭症儿童
爱心千里行公益活动在京启动

2017 年 5 月 30 日，“关爱留
守儿童， 关爱自闭症儿童 爱心
千里行公益活动”在北京市海淀
区凤凰岭公园雷殿生展览馆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启动。 本次活动
由爱心民营企业家组织，四通家
庭服务集团与华兴新锐通信科
技集团主办，北京游心企业家俱
乐部发起，雷殿生工作室和北京
天道恒远文化传播公司协办，北
京仁义兄弟国际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承办。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筹集 21
万元现金及 15 万元物资。 在 6
天时间里，来自企业、媒体及社
会爱心人士共计 26 人自驾从北
京出发，单次行程 1300 多公里，
给位于河北省河间市沙洼乡东
方小学（留守儿童学校）、河北省
唐山市路北区世纪星培训学校
（自闭症儿童学校） 和辽宁省本
溪市桓仁县东山中学（留守儿童
学校）送去爱心资金及图书等学
习和生活用品。

本次活动的参与方表示，希

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唤起更多企
业和社会人士的爱心， 积极奉
献，帮助那些亟需关爱的留守儿
童和自闭症儿童，推进社会对这
些特殊孩子的关注，为他们的正
常生活和健康成长提供必要保
障。 参与企业也表示，在帮助困
境群体的过程中也能够提高自
己的幸福感、快乐感，增强企业
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四通家庭服务集团董事长

陈杰、 华兴新锐通信集团董事
长阎志兵谈道，“关爱留守儿
童，关爱自闭症儿童，爱心千里
行”活动的举办，体现出越来越
多的民营企业家们开始关注社
会公益，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 帮助那些需要关爱的社会
特殊群体以及弱势群体。 他们
希望每一个人不论力量大小都
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 积极践
行社会公益理念。 （皮磊 ）

2017 年 5 月 31 日晚， 由公
益慈善学园、中央民族大学基金
会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师范大学
文化传播与创新研究院协办的

“公益教育与行动研究” 沙龙在
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举办。 北京
师范大学青少年公益教育研究
所所长尚立富、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中心副所长沈亚清
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
学院教授许惠英三位特邀嘉宾
围绕“学校-社区-家庭”三联动
的公益教育模式和行动研究进
行了分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
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卫小将主
持了本场沙龙。

每个人都有改变的力量

谈及北京师范大学青少年公
益教育研究所的成立缘由，该所所
长尚立富表示，一是希望让更多人
参与到公益中来，带动整个社会的
关注；二是形成中国本土的公益教
育理念；三是让家庭、学校和社区

达成一个统一的价值共识。
他还认为， 公益的界定是公

共活动，在学校方面，活动应以培
养学生能力为主旨， 而不是单一
分散的活动， 研究所希望让学生
的活动系统化、有关联性；在社区
方面， 他希望学生不是为了做活
动而做活动， 现在已有许多居委
会加入进来， 研究所已有一套完
整的学生参与社会工作的流程、
模式；在家庭方面，现如今家长与
孩子的沟通方式更多的是压迫
式，而非活动参与式，这导致了许
多亲子问题的产生， 研究所希望
开发一个 0~18 岁的“几岁孩子几
岁父母”的教育模式，利用家庭环
境对孩子进行培养， 目前 0~6 岁
的模式已经成型， 正在开发 7~18
岁的培养模式。

对于研究所的未来发展，尚
立富说道：“多做事，少说话。 ”现
在教育部已经对中高考的评价
标准进行改革， 把志愿服务次
数、时长算作一个评价维度。 研
究所正在通过实证研究，在完成

现阶段目标的基础上，建立联动
模型，在未来政策变动时进行适
当的推动。

让公益教育之花在社区开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中心副所长沈亚清则分享了开展
社区青少年公益教育的背景，认
为通过探索“学校-社区-家庭”
互动的校内外相结合的新型教育
模式， 突出抓好社区青少年公益
教育， 可最终达到使青少年能力
和素质全面提升的教育目的。

在具体做法上，她认为一是
学习公益理论， 制订落实计划；
二是真情融入社区，努力排忧解
难；三是加强师资建设，开展培
训交流； 四是活动异彩纷呈，公
益之星闪烁。

教学生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教授许惠英为公益人格
进行了定义，她说：“公益人格是
体现人的公益行为的身心组织，
表现为以博大的爱心去爱家人、
爱他人、爱集体、爱社区、爱祖
国、 爱世界和爱我们生存的地
球。 公益人格的身心组织主要由
公益意识、公益情感态度、公益
价值观、公益能力、公益意志力
和公益行为组成。 ”

许惠英表示，公益人格教育
就是引导学生在爱的活动中，即
在爱他人、爱社会的服务他人和
社会的公益行动中，逐渐形成学
生的公益意识、 公益情感态度、
公益价值观、公益能力、公益意
志力和公益行为。 人格需要人格
的教育，共情和责任感是公益人
格教育的核心，我们要在在社区
服务与社会实践活动中培养学
生的公益人格。

她还认为， 现今公益教育课
程不在教育体制内，推广难度大，
教师对公益的理论和教育方法欠
缺，没有实施的时间；学生参与公
益活动意识和需求不足， 在学校
没有形成气候； 家长缺乏孩子公
益人格培养的意识， 注重在知识
的获得上。同时，许惠英也给出了
强化对策， 一是将公益教育的实
践尽可能与学校教育体制相结
合，培训一批骨干教师，带动实验
的扩展；二是扩大试验区，形成学
生群众性的参与， 造成青少年公
益活动开展的趋势； 三是加强社
区联动式服务机制， 引导家长带
领孩子参与社区建设。

嘉宾分享结束后， 现场的
在校生与社会工作者以现今存
在的现象向嘉宾进行了提问，
嘉宾们从理论、 实际方面进行
了解答。 （高文兴 ）

欧洲明星联队 VS 南美明
星联队， 一场穿越时空的世界
足球盛宴， 足球运动与现代流
行 表 演 融 为 一 体 的 PAR－
TY———2017 年 6 月 2 日，由北
京格林披治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主办， 北京热风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河北万营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 石家庄国际裕彤体育中
心协办， 在河北省足球协会指
导下，2017 格林披治足球全明
星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国际饭
店举行。

为友谊， 更为竞技精神！
以“经典重现，传奇归来”为主
题，2017 格林披治足球全明星
赛（河北站）将于 6 月 24 日在
石家庄裕彤国际体育中心举
行，对阵双方为欧洲明星联队
和南美明星联队。 其中，欧洲
明星联队由舍普琴科、马尔蒂
尼领衔，南美明星联队由里瓦
尔多、克雷斯波领衔，队中不
乏佩雷拉、迪达、卡尼吉亚、迪
诺巴乔等球星。

活动上格林披治总经理邱
逸晖说：“我们一直热心公益事
业，参加 24 日格林披治足球全

明星赛比赛的球星， 于当晚慈
善晚宴通过球衣进行拍卖，善
款将会捐给需要帮助的小学
生， 让他们能拥有更加完整的
人生。 ”2017 格林披治足球全
明星赛是格林披治主办的原创
足球全明星赛事 IP， 汇聚了上
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世
界足坛巨星，有欧洲、南美顶级
球员球队， 双方将打造一场为
友谊、 为体育精神的全明星足
球盛宴。在未来，格林披治足球
全明星赛将以商业品牌战略合
作等多维度运营， 打造世界级
的足球 IP 赛事，并计划未来每
年 6~9 月持续在中国各大城市
举办巡回比赛， 目前备选城市
有太原、深圳、广州、佛山、泉州
等地。

在新闻发布会上，深圳格
林披治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与北京体育文化产业集团
旗下子公司中互智旅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进行了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双方将在冰雪乐园
和嬉水乐园的运营领域展开
深入合作。

（张慧婧）

探索“学校 -社区 -家庭”三联动有效模式

众嘉宾共议公益教育困境与出路

2017 格林披治足球全明星赛
正式开票

河北省河间市沙洼乡东方小学捐赠仪式

北京师范大学青少年公益教育研究所所长尚立富

与会嘉宾和在场师生共同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