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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1专题

“下一代体育”公益项目在京启动
2017 年 6 月 6 日，由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和深圳市微马体育基金会联
合发起的“下一代体育”公益项
目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王卫国说，政府实施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提出要提高儿童身体素质，
保证学生睡眠时间和每天一小
时校园体育活动，并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到儿童发展事业当中。
“下一代体育” 公益项目对推动
青少年体育教育，让乡村的孩子
与城市的孩子一样感受体育精
神的魅力，享受体育锻炼带来的
乐趣意义重大。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说， 体育运动对于孩
子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学习
符合身体特长的技能， 适当参

加体育比赛， 将拓展他们的心
智禀赋，终身受益。 他指出“下
一代体育” 公益项目将着眼于
改善少年儿童的体育基础设
施、培训出优秀的体育教师，希
望通过加强体育锻炼增强少年
儿童的信心， 通过体育竞争提
高积极性和团队感等。

微马体育基金会理事长朱
以忠介绍道，自 2 月 26 日“下一
代体育”微马公益跑以来，“微马
体育基金会”调动了接近 100 个
省市的微马跑步协会和微马队
共同参与和支持“下一代体育”
公益项目，同时还在腾讯公益平
台筹款支持项目。今后微马将以
开放包容的微马精神，引领各地
微马队， 共同营造全民健身、全
民公益的生态环境。

在启动仪式上，朱锡生秘书
长接受了深圳市微马基金会的
捐赠并颁发证书。 高华俊为“下

一代体育”全国联动优秀微马队
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朱以忠为公
益支持单位颁发荣誉证书。 青年
演员曹曦文被聘为“下一代体育
项目爱心传播大使” 荣誉称号。
曹曦文表示， 她将身体力行支
持、实践“下一代体育”公益活
动，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重
视儿童体育，让孩子有更多的运
动机会，拥有健康体魄的同时也
获得快乐、自信的人格。

“下一代体育”公益项目旨
在通过体育教育资源引入、教师
培训、比赛机制建立、宣传倡导
等手段，为推动儿童体育教育发
展搭建公益平台，提升全国儿童
体育教育水平，使他们收获健康
的体魄，同时在人生成长的道路
上积极友善、满怀自信、直面挑
战，从而拥有一个更加健康美好
的未来。

（张慧婧）

2017 年 6 月 3 日，以“让家
庭不再失孤、让爱回家”为主题
的神兔侠 APP 儿童安全预警平
台在公安部瑞安宾馆正式发布。
政府公安部门、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专家教授、 著名社会学者、法
律服务专家、心理学家、福利院、
社会主流媒体和众多社会志愿
者共聚一堂，共同探讨儿童安全
的新机制。

在发布会现场， 神兔侠通过
不同的互动形式， 展示了其利用
移动互联网方式为防范儿童走
失、 走失之后紧急预警搜寻等寻
找到的新思路。 神兔侠 APP基于
手机 5公里定位预警系统、 微型
定位器以及“百城千县爱心驿
站”、“天网计划”等建立起了一整
套儿童走失的事前智能监护、事
中紧急预警、 事后全面帮扶的完
整解决机制， 为中国儿童安防走
失提供了更为高效的解决方案。

据与会嘉宾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教授王明生表示， 打击拐卖儿
童犯罪与防范儿童走失工作与中
国千万家庭的幸福和社会安定息
息相关， 公安机关对拐卖犯罪始
终坚持零容忍政策， 坚决遏制拐
卖儿童违法犯罪活动。 但是在事
件发生过程中，由于线索、时间、
警力等各方面的影响因素， 打拐
工作面临着很多困难。 移动互联
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机构
的积极参与， 为被拐儿童早日回
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据神兔侠创始人李安介绍，
神兔侠 APP 通过线上紧急预警、
线下“天网”搜寻体系以及事后
《中国儿童走失数据库》和《中国
可疑儿童数据库》等互联网大数
据完美结合， 当事件发生时，家
长可自主将儿童走失信息进行
事发地 5 公里范围内紧急预警
推送， 与周边用户快速联动响

应，并充分发挥其线下志愿者团
体、遍布全国各城市的办事处等
众多机构联动协作，在儿童走失
的第一时间聚焦儿童走失地，从
而实现将找回控制在黄金时间。

活动现场，神兔侠还展示了
其自主研发的 S2 微型定位器，
体积小到 2 立方厘米， 外观可
爱，还可定制成如发卡、项链等
多种佩带形式。 体积小主要在于
让人贩子不易发现，为家长保护
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同时为紧
急搜寻时提供更多可能。

李安透露，紧急预警、天网
等都是为“事中”服务的，而对于
儿童已走失多年的失孤家庭也
要给予帮助，比如由神兔侠牵头
成立的“爱心驿站”也将在 9 月
份全面启动。 这项工作通过与广
大社会机构、商家、酒店等合作，
为平台上经过认证的失孤家庭
提供“免费吃住行”帮扶，这是全

社会共同协作努力的积极成果。
此外， 在神兔侠的倡导下，与

会嘉宾、合作伙伴、媒体一致倡议
将本次活动日即 6月 3日定为“全
民打拐日”， 以此呼吁全民保护儿
童安全和打击儿童犯罪的决心。

中国儿童安全服务事业虽任
重道远， 而神兔侠等平台的出现，
或将为这一爱心公益事业带来星
星燎原之势，对推动中国“互联网+
公益”的儿童安全模式起到了极具
价值的示范作用。 （王祺文）

2017 年 6 月 11 日，《中国
社会企业发展北京倡议》（以下
简称“《北京倡议》”）在京发布。

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
会事业与微型金融中心（以下
简称“人大尤努斯中心”）、北大
公民社会研究中心、 北师大中
国公益研究院、 深圳国际公益
学院、 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
中心、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中国
小额信贷联盟、 友成企业家扶
贫基金会、億方公益基金会、北
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恩派
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世青创新
中心、社创之星、深圳市社创星
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善达
网等主要社会企业推进机构，
中和农信、第一反应、灵析等中
国社会企业代表， 以及十余家
主流媒体出席发布会。

2017 年 2 月，人大尤努斯
中心正式成立。 此次《北京倡
议》的发布正是人大商学院、人
大尤努斯中心以及各联合发起
方作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倡
导者所采取的具体举措， 意在
通过凝聚共识、落实行动、建立
机制来逐步形成基于专业分工
的紧密工作网络， 从而推动中
国社会企业发展事业取得全方
位的、持续的和实质性的进展。

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
基业通过视频致辞指出，人大
商学院及人大尤努斯中心将
承担起研究者、倡导者和服务
者的责任，通过建设一个由专
业机构组成的工作网络，形成
务实有效的交流合作机制，脚
踏实地、稳扎稳打地推进中国
社会企业各个方面工作的进
展。“《北京倡议》只是个开始，
希望国内越来越多的大学和
研究机构加入推动社会创新
创业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来。 ”

当天，主办方展示了《北京
倡议》全文，内容涵盖倡议的价
值理念、行为准则、行动纲领、
发起机构名单、 倡议签署人名
单等。 在人大尤努斯中心主任
赵萌的主持下， 发起机构代表
阐述了倡议的背景、目的、后续
行动以及其对社会企业的意义。

据赵萌介绍， 全球社会企
业峰会将于 7 月底在孟加拉举
行。 今年峰会特设“国别论坛”
环节， 届时不同国家将展示各
自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现状，
人大尤努斯中心将联合各方主
办中国论坛， 成为中国社会企
业界的首个海外主场。“我们希
望能以《北京倡议》为纲领和成
果， 将中国社会企业的推动机
构作为一个整体， 带到全球社
会企业的大平台上， 发出中国
社会企业自己的声音。 这也是
《北京倡议》形成的目的之一。”

“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到现
在这样一个关键点， 希望各方
能在《北京倡议》的带动下，凝
聚力量， 共同攻克中国社会企
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比如形
成严谨的社会企业理论体系；
建立机制实质性地提高社会企
业赋能工作的效果； 整合国内
分散的社会企业学术研究成
果，形成大数据网络，同时统一
学界和实践界对社会企业的认
识和定义， 推动社会企业的政
策和立法工作。 ”赵萌强调。

赵萌表示， 人大尤努斯中
心本质上是一个中立的研究机
构， 其目的不是为了传播一家
之言，而是从学术研究、教学、
国际交流、 搭建生态系统四个
维度促进中国社会企业发展，
同时带动中国社会企业深入国
际社会创新网络， 帮助优秀社
会企业在世界上展示。 （王勇）

互联网为儿童安全提供新思路
神兔侠儿童安全预警平台在京发布

《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北京倡议》
在京发布

2017年 6月 10日是“中国文
化遗产日”，北京市市政管理高级
技术学校在当天启动了“雅韵书
香”传统文化推广活动。 活动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
味书香》栏目、恭王府管理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明德书店、
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医疗阳光救助
工程办公室， 向学校捐赠书籍一
千余册，成立传统文化书屋。

学校副校长张洪雷介绍，为
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努力呵护青少年学生的文化
基因，着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到各门课程之内，渗透到学

生思想认识之中，落实到学生言
行举止之上的指示，学校联系出
版社、社会公益组织、新闻媒体
等各方专家多元力量相助，以古
琴专业班为示范平台，推广传统
文化，建立传统文化书屋，开设
传统文化课堂等，来培养知书达
礼、志高存远的学生，帮助学生
达成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心愿，实
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北京市市政管理高级技术学
校长期注重传承并发挥优秀传统
文化的引领作用， 提升学生综合
素养。 学校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融
入古琴、茶艺、瑜伽、太极、书法和
形体训练等内容，并在 2016 年正
式开始在电子商务专业下开设古

琴专业方向，学制 5年。
北京市市政管理高级技术学

校是国家重点技工学校，学校创建
于 1978年， 隶属于北京市城市管
理委员会，学校致力于服务首都和
城市管理行业发展，以环境保护与
检测、燃气热力运行与维护和汽车
维修专业为主体，培养首都城市管
理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此次传统文化推广活动受
到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的大力
支持。 除捐赠图书的各单位外，
北京星蕾阳光舞蹈中心、北京圣
鹏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将定期
派出专业老师为学生们进行香
道茶艺、礼仪文明和诗词翰墨等
传统文化培训。 （张益文）

北京市市政管理高级技术学校
启动传统文化推广活动

现场展示史上最小的儿童定位器———神兔侠 S2 微型定位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