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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1专题

第八届中国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
奖学金项目结业典礼在京举行
� � 2017 年 7 月 30 日， 由中国
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以下
简称民促会）主管的第八届中国
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
金项目（以下简称山区优秀校长
项目）结业典礼在北京中德科学
中心举行。

民促会理事长黄浩明、四川
德赛尔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彭先成、芜湖市持明慈善基金
会秘书长罗丽婕、北京怡和嘉业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坚、四川德赛尔化工实业有限
公司徐海蓉和北京环保娃娃公
益发展中心负责人梁伯平等出
席结业典礼。 来自新疆、西藏、黑
龙江等地的 16 位优秀山区学校
校长与志愿者代表参加了本次
活动。

据了解，山区优秀校长项目
是由民促会主管、志愿者运营的
种子型教育项目，旨在为中国乡

村发现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
创新意识的教育家和行动者。 该
项目属于教育扶贫项目，源起于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 自 2010
年以来，项目通过甄选乡村中富
有教育热情和发展潜力的中小
学校长，为奖学金获得者提供在
北京学习的机会，培养具有强烈
创新意识、国际视野、行动能力
和责任担当且愿意为中国山区
教育付出的开拓者、引领者和教
育家。

2010 年至今，已有 129 位来
自山区的优秀校长进京参与山
区优秀校长项目，此外，目前已
有 60 多位国内外志愿者加入到
海外学子支教项目，走进贫困山
区。 此次项目共持续一周时间，
由国内外教育、公益、民间组织
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授课，
培训内容涉及留守儿童心理问
题、中小学校长领导力、青少年

领导力等多个方面。
来自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

自治县城关小学的戴宏燕校长
表示：“作为校长， 我能做些什
么？ 怎样做才能点燃教师心中
的教育热情， 点燃学生心中的
好奇之心？ 这个项目为山区优
秀校长提供了一个学习、 交流
的平台， 通过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和创新意识的教育家和行动
者，促进山区校园改革、提升山
区学生素质， 进而改变山区儿
童的命运。 ”

民促会理事长黄浩明表示，
与此前相比，今年的项目有四个
新特点让他感触非常深刻。“一
是首次有来自新疆、西藏的校长
参加项目；二是本届项目邀请到
了北京、成都、上海、台湾以及瑞
士洛桑、 荷兰鹿特丹等地的 23
位名师， 师资范围不断扩大；三
是本届项目是志愿者参与人数

最多的一次；四是捐赠方比之前
有所增加。 ”

据悉，中国山区优秀校长国
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一直得到
四川德赛尔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和芜湖市持明慈善基金会的大

力支持。 自今年起，项目还得到
了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坚的个人捐
资。 活动现场，三方分别为该项
目捐款 10 万元。

（皮磊）

� 2017 年的 5 月 20 日这一
天，一份《“520 社会责任日”倡
议》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 这份
倡议由商道纵横创办人兼总经
理郭沛源、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企业公民委员会专职会长刘卫
华等 13 位企业社会责任(CSR)
领域的学者及专家共同发起，倡
议将谐音为“我爱你”的 5 月 20
日定为中国的社会责任日，以
“把小爱延展为大爱， 把个体情
愫延展为社会责任”。 倡议发出
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多
家机构及公众积极响应。发起首
倡的 13 位 CSR 专家广发英雄
帖，发起百人联署，并筹建“520
社会责任日”倡议委员会。

7 月 28 日，“520 社会责任
日”倡议委员会启动仪式在北京
正式召开。企业社会责任咨询机
构商道纵横、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企业公民委员会、 蚂蚁金服、
伊利集团、拜耳中国、一汽集团、
欧莱雅中国、安踏集团、王老吉、

无限极作为十家首批倡议发起
机构共同成立“520 社会责任
日”倡议委员会（以下简称“倡委
会”），并就推动“520 社会责任
日”后续落地项目开展深入探讨
和交流。

今年 5月 20日，蚂蚁金服通
过 AR 技术发布可持续报告，向
全民示爱，由此触发了 CSR业内
13位专家共同发出“一个责任大
国，不能没有一个社会责任日，一
个责任社会， 太需要一项属于全
民的仪式”的呼声。此次倡委会的
成立，即是为推动“520社会责任
日”落地而持续努力。

商道纵横联合创始人兼总
经理郭沛源、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专职会长刘
卫华作为本次启动仪式的组织
机构代表，分别就本次倡议的价
值和意义对公众作出阐释。

郭沛源表示：“社会责任日
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和公众责
任意识提升相结合的关键点，也

同时需要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参
与，才能够有效落地。 ”

刘卫华指出：“一个人的力量
是有限的，但人人献小爱，终会凝
成大爱，足以改变世界。 520，让我
们一起携手把爱升华， 让个人点
对点的小爱发展成为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的大爱， 共同创造更美好
的未来。 ”会上，十家首批倡议发
起机构代表分别就本机构参与推
动社会责任日落地、 建设责任品
牌提出了初步计划。

经过讨论，“520 社会责任
日”倡议委员会达成共识，将以
推动各类机构在 2018 年 5 月
20 日打造全民责任行动为目
标，持续打造 520 话题活动为策
略，为委员会成员及后续加入倡
议的各类机构提供持续的平台
服务和专项辅导，协力推进“520
社会责任日”落地。 倡委会同时
还呼吁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
支持，共同提高全社会的责任意
识和责任担当。 （王勇）

7 月 28 日，2017 全民营养
周工作总结表彰会暨第四次全
国营养学会理事长联席会在上
海召开。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
月欣，副理事长蔡威、马冠生、丁
钢强、马爱国、孙长颢、杨晓光、
常翠青出席会议。 来自全国 28
个省级营养学会理事长或负责
人、2017 全民营养周获奖单位代
表以及中国营养学会第九届常
务理事等共 50 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全民营养周办公室就
2017 年全民营养周整体活动筹
备、启动、活动开展、各省精彩活
动以及工作亮点进行了总结汇
报。 在 2017 年全民营养周活动
期间，通过广场演讲、科普展览、
社区课堂、义诊、扶贫等形式，全
国共举办现场活动 15000 余次，
张贴膳食指南宣传海报、图书赠
送 5 万余份，发放宣传册、小礼
物、食品等 3000 万份，受益人群
高达 5 亿人次。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
欣表示，经过中国营养界三年的
共同努力，全民营养周活动不断
地发展壮大。 全民营养周活动获
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也得到了
政府机构的关注。 各地方全民营
养周活动纷纷得到地方政府、卫
计委、疾控中心的大力支持与参
与，其中中国疾控中心还特意下
发文号召各级疾控系统积极参
与全民营养周活动。 不仅如此，
国务院办公厅还在近日印发的
《国 民 营 养 计 划（2017—2030
年）》中，明确提出，要推动营养
健康科普宣教活动常态化，以全
民营养周等为契机，大力开展科
普宣教活动，带动宣教活动常态
化。 全民营养周事关全民健康、
全民素质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发

展， 是落实 《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的重要保障措
施， 是利民惠民的重大战略，在
提高全民营养健康水平，推进和
建设健康中国起到重要作用。

杨月欣还对 2018 年全民营
养周活动开展进行了部署。 明年
全民营养周主题为《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 2016》 中的第二条要点，
即“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她鼓
励各单位结合明年主题，为 2018
全民营养周的活动出更多的新
创意、新形式、新渠道和新成绩。

本次会议表彰了全民营养
周活动中涌现出的 60 个工作先
进组织者和先进单位。 来自中国
疾控系统、临床医院、营养学会、
营养师协会和高校等活跃在营
养科普一线的 5 位代表，分别就
本领域内在 2017 全民营养周期
间做的活动情况向与会专家做
了总结报告和经验分享。 到会的
常务理事和各省负责人积极献
言献策，就组织活动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分享了各
自的活动经验。

最后，杨月欣强调，“科技三
会”给做好新时期的科技和科普
工作指明了方向。 全民营养周活
动是我国营养科学普及的重大
工程，应牢牢把握“服务于消费
者、服务于人类健康、服务于社
会发展”的工作定位，紧紧围绕
“普及营养知识、倡导营养科学、
传播科学思想”，坚持群众性、专
业性和持续性；突出食物、膳食
和营养健康知识和技能传播、着
力打造中国营养界服务载体和
活动品牌，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
和实效，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发
挥重要作用。

（徐辉）

“520社会责任日”倡议委员会在京成立
倡议委员会十家发起机构代表合影

2017 全民营养周 5亿人次受益
明年主题为“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项目邀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为山区校长们进行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