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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迹天气举办“2018 Hi气候峰会”
与阿拉善 SEE达成战略合作

专题

2018 年 1 月 16 日， 墨迹天
气联合阿拉善 SEE 公益机构（以
下简称“阿拉善 SEE”）、WWF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以 下 简 称

“WWF”）、南方周末共同举办的
“2018 Hi 气候峰会” 在北京开
幕。 阿拉善 SEE 会长艾路明、第
五任会长任志强、WWF 中国首
席代表卢思骋、墨迹天气创始人
兼 CEO 金犁等在峰会上分别发
表演讲，共同探讨气候变化的趋
势和影响。 知名影星吴秀波、蒋
梦婕被授予“墨迹天气气候公益
大使”。

墨迹天气创始人兼 CEO 金
犁表示，随着全球变暖、极端天
气的日益增多，应对气候变化已
经成为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环
保议题。 金犁在峰会上宣布，为
了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墨迹
天气将对外开放气象能力，共同
致力气候和环境保护”。

在“2018 Hi 气候峰会”上，
墨迹天气与阿拉善 SEE、 南方周

末达成战略合作， 未来将以“Hi
气候”为公益向导，在应对大气
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生态
相关领域进行探索、 实践与传
播。 据了解，墨迹天气会提供平
台、气象大数据、AI 技术、气象专
家等资源，用于环保公益机构环
保监督、气候变化应对等层面。

墨迹天气自成立至今已有 8
年时间，一直以来，墨迹天气深
耕天气服务领域，截至目前用户
规模已超 5 亿，日活跃用户量达
5000 万， 天气日查询次数过亿。
正因为此，墨迹天气此次担当国
内气候“军师”角色，协同参与政
府、NGO 组织、媒体等共同探讨
气候变化和保护。

世界气象组织研究表明，近
几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速
度前所未有， 已达到 80 万年来
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中国是继
美国之后的碳排放第二大国，更
是气候变化的严重受害国。 环保
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在演

讲中说，环保事业需要全民意识
的觉醒，更需要全民参与；阿拉
善 SEE 会长艾路明表示，气候变
化带来了更多严峻挑战， 本土

NGO 组织需要转变思维，
创新公益形式；WWF 中国
区首席代表卢思骋称，要重
现地球勃勃生机就必须得
学会尊重自然规律；《南方
周末》常务副总经理孟登科
认为，在以互联网为主要载

体的“传播+”时代，媒体尤其是
权威媒体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发挥出更多的作用；墨迹天气创
始人兼 CEO 金犁进行了《关注
气候， 让人们生活环境变得更
好》的科技分享；阿拉善 SEE 第
五任会长任志强进行了题为《绿
色供应链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
角色与定位》的主旨演讲，探讨
了绿色供应链的更多可能性。

在“2018 Hi 气候峰会”现

场， 北京气候中心主任房小怡、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联合发
起人王彬彬、海绵城市专家任希
岩与墨迹天气创始人兼 CEO 金
犁在峰会上共话政府、 机构、企
业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与责任。

未来，墨迹天气将全面发力
天气、气候领域，为用户、行业客
户、政府等领域提供更加精准的
定制化气象服务，让人们生活的
环境变得更好。 （王祺文）

2018 年 1 月 18 日， 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中国儿
童中心、南京秀强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发起的“幼儿幼师
关爱专项基金”暨“好园丁”公
益项目发布会在京举行。 全国
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
等出席。

为实现儿童权利
提供积极保障

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儿童事
业和儿童发展， 但儿童发展仍
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
别是一些虐童和暴力伤害儿童
事件的发生。如何精准、全面落
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幼有所育”

“弱有所扶”的决策部署，已成
为新时代儿童事业发展的重要
课题。在此背景下，“好园丁”公

益项目应运而生。
“好园丁”公益项目重点开

展五项工作， 一是幼儿教师能
力建设培训， 组建一支由教育
学、心理学、社会学专家学者和
优秀幼教工作者组成的导师
团，通过幼儿心理学、儿童权利
保护法律法规、 家校和师生沟
通技能、幼师情绪管理等课程，
提高幼师教学软实力， 提升职
业责任感和幸福感； 二是建立

“好园丁园所联盟”， 倡导优质
园牵手薄弱园， 实现资源流动
共享；三是开展“好园丁”巡讲
活动， 以榜样示范效应在社会
中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
围；四是适时组织微电影拍摄，
传播儿童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及
儿童保护知识， 让每个人都能
承担起关爱儿童， 保护孩子的
一份社会责任； 五是落实园丁

资助计划， 让幼师切实体会到
社会的温暖和尊重。

让全社会尊重关爱儿童

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苑立新
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儿童中心始
终坚持科研为先导， 开展多领
域、 跨学科的儿童发展应用性
研究与推广， 将以多年来的儿
童早期发展理论和实践经验为
基础，整合多方资源、发挥品牌
优势，为“好园丁”项目的实施
传递更多国际视野下的先进儿
童发展理念与实践创新成果。

南京秀强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捐赠 500 万元设立“幼儿幼
师关爱专项基金”，用于“好园
丁”公益项目的开展。南京秀强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彭红奇表示， 作为一家民营上
市公司， 秀强教育有责任有义
务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 希望
借着“好园丁”项目的开展，发
出更多幼儿教师的好声音，让
幼儿教育事业、 幼儿教育职业
得到全社会尊重和关爱。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副
主任宋文珍在发布会说， 要努
力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
体的儿童保护体系和网络，以
专业服务引领儿童保护工作的
科学化， 提升社会公众的儿童
优先理念和儿童保护意识，让
尊重、 关爱儿童成为社会普遍
遵循的价值观。 （徐辉）

“好园丁”项目关注儿童权利

2018 年 1 月 12 日，“2017-
2018 箭牌‘垃圾投进趣’全国青
年公益实践大赛”全国十强正式
出炉。 从 2017 年 10 月项目启动
以来，共有全国 17 省（自治区、
直辖市）、23 个城市的 50 所高校
环保/公益社团直接参与到项目
当中，宣传大赛并组织校内赛。

2017 年，“垃圾投进趣”项目
主要分为“青年公益实践大赛”
和“社区嘉年华”两部分开展。 前
者是在高校开展环保方案比赛，
后者则是进社区宣传环保。

参赛队伍通过校内赛、区域
赛、全国赛初赛、十强落地实践
方案、总决赛的层层选拔，过五
关斩六将，向全国冠、亚、季军发
起冲击。 过程中，队员们团队合
作，拿出能切实改变周边社区或
学校环境问题的方案， 亲身实
践， 用自己的行动发现环保问
题，解决环保问题。

至今，“垃圾投进趣”项目通
过一系列趣味的线上线下活动，
直接影响人数已累计超过 5,000
万人。

2017 年 10 月 14 日，2017-
2018 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启
动宣讲会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报告厅顺利举办，来自京津地区
11 所高校近 200 名同学到场参
加。 本次宣讲会向所有到场同学
进行了大赛详细介绍，并安排了
设计思维和项目营销两个主题
分享，帮助他们在了解大赛的基
础上提升方案质量。

玛氏箭牌中国企业事业部对
外传播副总监李清丽向到场同学
致欢迎辞。她表示，玛氏箭牌一直
贯彻“乐公益” 理念———从乐出
发，乐行公益，传递快乐，积极对
所在社区及大众开展环保教育，
提醒和鼓励大家关注周围的生活
环境，共同营造更清洁、更绿色的
社区。 她说：“公益的美好不在于
一个人做很多， 更在于我们每一
个人都能鼓动身边的人一起加入
公益、快乐的做公益。 ”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
目部副主任韦丹丹表示，创意是
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工具，希望同
学们用创新的方式方法推广环
保， 让周围的人增加环保意识。
同时， 年轻人要有社会责任，我
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解决问题
的时代， 面对各种环境污染问
题， 年轻人要有意识地去关注，
去想办法解决。 （张明敏）

2017-2018箭牌“垃圾投进趣”
全国青年公益实践大赛全国十强出炉

� �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代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接受南京秀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捐赠

墨迹天气创始人兼 CEO 金犁（左）作为颁奖嘉宾授予吴秀波、蒋梦婕“墨迹天气气候公益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