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2 月 8 日下午，国
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中
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郝林
娜会见中恒集团总裁欧阳静波，
并出席见证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合作签约仪式。中国人
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张晖与中
恒集团总裁助理詹百灵签署捐
赠协议，国家卫生计生委财务司
司长何锦国出席签约仪式并讲
话，基层卫生司监察专员聂春雷
陪同出席签约仪式。

王培安副主任对中恒集团
致力于我国医药健康产业并支
持卫生扶贫工作表示感谢。他充
分肯定了中恒集团和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合作开展的“健康暖
心———中恒乡村医生培训项
目”， 认为该项目符合国家健康
扶贫工作要求，有助于提升贫困
地区基层医生技术水平和服务
能力，希望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和中恒集团共同组织实施好项
目，共同促进贫困地区健康扶贫
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期待今后双

方更密切更深入的合作。
郝林娜理事长表示，感谢中

恒集团捐资 2800 万元开展乡村
医生培训项目。中国人口福利基
金会一定不辜负委领导的支持，
不辜负中恒集团的信任，在委财
务司、 基层司的具体指导下，充
分尊重中恒集团的捐赠意愿，管
好用好爱心善款，组织好项目工
作， 让受助乡村医生学有所获，
受益良多，进而为贫困地区群众
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中恒乡村医生培训项目”
将对贫困地区乡村医生开展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公共卫生服务
（突出地方病和传染病预防）、中
医药、健康教育以及实用诊疗技
术等内容的培训，前期在广西试
点，再拓展到“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 进而推广到 14 个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 通过培训活动，
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全面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和公
共卫生工作，解决当地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从而为健康
扶贫做出贡献。 （高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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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一丹奖”颁奖典礼成功举办
两位知名教育家获颁全球最大单项教育奖

2017 年 12 月 10 日，全球最
大教育单项奖———“一丹奖”首
届颁奖典礼在香港会展中心隆
重举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作为颁奖嘉宾，
亲自为两位获奖者颁发“一丹
奖”纯金奖牌和 3000 万港元（约
合 387 万美元）奖金，以表扬她
们对全球教育作出的杰出贡献。

哥伦比亚新学校基金会创始
人兼总监薇奇·科尔波特（Vicky
Colbert）荣获“一丹教育发展奖”。
自上世纪 70年代中期，她的项目
“新学校”提高了哥伦比亚农村公
立学校的教育素质。 这套教学模
式被 14个发展中国家采用，改善
了 500多万儿童的生活。 美国斯
坦福大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
（Carol S. Dweck）获得“一丹教育
研究奖”，她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旨
在探讨“成长型心态”的力量。 长
达数十年的“成长型心态”研究表
明， 专注于过程而非结果的教学
方法能够大大增加学生全面发挥

潜能的机会， 此概念在教育界影
响深远。

典礼现场，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人才是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 而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关键。
一丹奖在促进教育卓越发展方
面，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期待。
为此，我感谢陈一丹先生，感谢
一丹奖基金会及其国际评审委
员会，感谢他们对全球教育和教
育工作者的付出，以及对当今世
界的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特首
祝贺今年一丹奖两位获奖人。 她
表示， 薇奇·科尔波特率先通过
新 学 校 （Fundación Escuela
Nueva）的创新教育模式，确保教
育能够兼容并包； 她也希望
Dweck 教授的“成长型心态”可
以在政府层面得到应用，以促进
社会良性发展。“相信在共同努
力之下，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创造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

一丹奖创办人、腾讯主要创

始人陈一丹表示：“一丹奖旨在
突破宗教、种族、国家限制，赋予
教育革新者更多力量，为人类社
会带来深远影响，通过教育创造
更美好的世界。 我希望她们的实
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得到更大范
围的推广应用，辐射和影响更多
人群。 ”

首届一丹奖获奖者由联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前 总 干 事
Koichiro Matsuura 博士领导的
评审委员会选出。评委会由两个
独立评审小组组成：美国休斯顿
大学天普科学物理系讲座教授
朱经武担任“一丹教育研究奖”
评审小组主席，加纳———印度安
南信息及通讯科技卓越中心先
进信息科技研究所前总干事
Dorothy K. Gordon 担任“一丹
教育发展奖”评审小组主席。 评
委经过严格的审核，按照可持续
性、最具远见、改革能力及富创
新精神的标准评选出了首届一
丹奖获奖者。

“一丹奖规模所带来的吸引
力只是开始， 我更看中教育本
身。 ”一丹奖创办人、腾讯主要创
始人陈一丹表示，“得奖以后，获
奖者可以在她们现有的经验基
础上，做更多事情。 这也是我更

为看重的、以未来为导向的。 ”未
来“一丹奖”将继续支持正在致
力于改变人们学习和生活方式
的教育者，目前 2018 年度的“一
丹奖”已经开始接受提名。

（菅宇正）

2017 年 11 月 26 日， 全球
最具价值的太阳能科技公司隆
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隆基股份”）在北京举行分
布式电站捐赠仪式，来自国家能
源局、 发改委国家节能中心、工

信部、中国工业机械联合会及行
业内嘉宾约 300 人共同出席。

随着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和
丽江华坪县教育局代表从隆基
股份子公司西安隆基新能源有
限公司总经理康博纬手中接过

捐赠牌， 隆基
股份“可持续
发展” 的公益
新模式正式亮
相， 并在新模
式下同步启动
两个电站捐赠
项目。

当天的捐
赠仪式上，隆
基股份承诺将
在北大物理学
院和华坪女子
中学楼顶分别

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不仅满足
两所校园日常绿色用电，同时还
将捐赠电站 25 年运营中产生的
稳定收益， 该收益可通过奖学
金、科研基金、建设基金等方式，
为教学环境改善、学费资助等提
供长期的帮助。

不同于常见的“资金捐赠”
形式，隆基股份将“可持续发展”
作为企业公益责任的核心理念，
结合自身在光伏产业的优势，坚
持“电站捐赠+持续受益”的形
式，通过光伏电站所创造的持续
性收益让公益行动不断发酵，可
谓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公益捐赠
新模式。这种公益新模式不仅真
正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还扩大了
助学计划的涵盖范围（贫困地区
中小学、大学），能助力更多贫困
学子实现梦想。 （张明敏）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中恒乡
村医生培训项目”在京签约

隆基捐建光伏电站用于支持教育

从 2011 年至今，“BMW 童
悦之家”始终致力于促进留守儿
童和打工子弟拥有更平等的教
育环境。 截至目前，全国共建成
56 个“BMW 童悦之家”， 覆盖
28 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共举
办 400 余场活动，超过 6 万名儿
童从中受益。 2017 年 12 月 8
日，2017“BMW 童悦之家”快乐
足球队北京队成立仪式在北京
石景山区华奥学校举行。华奥学
校是一所北京市民办学校，全部
招收进城务工子弟，这支少儿足
球队则由来自华奥学校的 44 名
小学生组成。“BMW 童悦之家”
快乐足球队北京队，是 BMW 企
业社会责任推广“BMW 童悦之
家”快乐足球以来，在 2017 年下
半年组建的第 15 支足球队，到
明年有望达到 20 家。

成立仪式上，华晨宝马公共
关系及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杨
美虹表示：“我们始终坚持结合
自身资源和核心竞争优势，充分
践行 BMW 战略型企业社会责
任的前瞻理念。通过在 BMW 童
悦之家打工子弟学校实施‘快乐
足球’、‘快乐运动会’，BMW 企
业社会责任将继续落实技能培
养型理念，切实为解决留守儿童
身心健康发展面临的问题做出
贡献。 ”

成立仪式结束后， 小队员
们开始了射门训练。 孩子们的
脸庞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
们跑着、跳着、欢呼着，虽然小
手冰凉，但是心是满足愉悦的，
这份快乐定会根植于心。 自今
年 6 月份以来，BMW 携手民间
NGO 组织，BMW 爱心车主全

面推广快乐运动。 6 月，BMW
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在沈阳联合
近百名 BMW 爱心车主、 经销
商等爱心人士举办了为留守儿
童、 流动儿童量身打造的运动
培训。 8 月，BMW 企业社会责
任部门在成都为来自“BMW 童
悦之家”打工子弟学校的 60 多
名体育老师、 校长实施了为期
一周的“快乐运动”教学培训；
10 月到 12 月，BMW 在六所
“童悦之家”完成为期 3 天的快
乐运动会示范课程推广， 在五
所“童悦之家”完成为期十天的
深度少儿 足球培 训 ；11 月 ，
BMW 40 多位员工以及媒体以
志愿者身份， 为北京行知小学
打工子弟学校的 100 多位小学
生组织了快乐运动会。

（张慧婧）

BMW童悦之家快乐足球队北京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