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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山区优秀校长
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在京结业
� � 2018 年 8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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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促会培训部副主任刘扬
扬以及培训部助理、 四川德赛
尔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丁学斌， 中德科学中心德方常
务副主任张柏玉， 爱立信（中
国） 通信有限公司移动系统部
大客户总监王亮， 资深心理学
家金韵蓉，企业教练杨林，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客座讲师夏
梦、中国培训师大联盟“家庭关
系与亲子教育” 领域首席讲师
吴一禾， 芜湖持明基金会秘书
长罗丽婕等出席结业典礼。 18
位入选山区优秀校长项目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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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培训了来
自 1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47 位优秀校长，此外，有 80 位
海内外专家学者走进贫困山区
为山区校长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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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中小学校长领导力、 青少年
领导力等多个方面。

民促会副主任刘扬扬代表
项目主管单位在致辞中称：教
育扶贫项目用十年时间， 努力
改变山区教育，拓展校长视野，
一个校长代表着一所学校，而
一个学校蕴含着无数学生的希
望与未来。

支持单位中德科学中心
德方常务副主任张柏玉在致
辞中表示，山区校长奖学金项
目的运营理念和中德科学中
心建立之初的理念十分相似，
都是为国家发展培养年轻后
备力量，给予优秀人士精神鼓
舞。 她希望校长们能够培育出
更多优秀的学子，助力祖国的
科技发展。

据了解， 根据课堂综合表
现、团队协作、课程总结等因素，
采取校长互评与志愿者推选相
结合的方式，项目组评选出范呈
碧、祁儒祾、陈达、付红卿、刘晨
义、李英杰 6位优秀学员。

中国培训师大联盟“家庭关
系与亲子教育” 领域首席讲师
吴一禾已经第三次为教育扶贫

项目的山区校长授课了， 吴一
禾说，教育扶贫项目用行动、爱
心、志愿充分诠释了“仁爱、互
助、成长”的宗旨，更反映了项
目的核心内容。 她说：“‘一个好
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不仅是
口号，也是事实。 希望校长回乡
之后， 为孩子点燃更多希望的
火焰。 ”

活动中， 来自青海省海北
州门源县泉口镇寄宿制小学的
孔庆寿校长和山东省临清市先
锋办事处中心小学的李英杰校
长代表 18 位参加项目的山区
优秀校长发言。孔庆寿在代表优
秀校长发言时表示，一定将学到
的理论、 知识和方法带回学校，
带进课堂，努力提升山区学生素
质，改变山区儿童的命运。 希望
项目组可以一如既往地关心、关
注和支持乡村教育，作为乡村教
育强有力的后盾， 为偏远山区
的教育提供一份希望。

据悉， 今年教育扶贫项目
持续得到中德科学中心和四川
德赛尔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支
持和资助。 山区优秀校长项目
结业典礼上， 四川德赛尔化工
实业有限公司再次为教育扶贫
项目捐款 10 万元。

（李庆）

首个“汇丰金融教育服务日”启动
� � 2018 年 8 月 11 日， 首个全
国范围内的“汇丰金融教育服务
日”在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
正式启动，60 余名汇丰志愿者以

“汇聚财智，益享未来”为主题，
深入当地社区，联合上海屋里厢
社区服务中心，针对青少年及学
生群体的财商需求，通过多元化
财商教育的方式，帮助青少年们
更好地应对社区生活中的风险
和问题。

作为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
汇丰始终秉持着可持续发展的
原则， 与所在的社区共同成长、
共同繁荣。 自 2014 年发起“汇丰
社区志愿者行动”以来，汇丰一
直致力于将常态化的志愿服务
融入社区发展，号召全国所有分
行共同行动，走进各地大大小小
的社区，为居民提供教育、环境、
安全、 文化等多方面的志愿服
务。 2018 年，在往届“汇丰社区志
愿者行动”的基础上，汇丰结合

集团最新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一
“未来的技能”， 特别发起首个
“汇丰金融教育服务日”，充分发
挥行业优势和专长，在时代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提升人们对金融
知识、风险防控的重视，提高居
民的财商意识和技能。

本次“汇丰金融教育服务
日”活动，汇丰将在 8 月 18 日于
北京、上海、广州、佛山、深圳等
汇丰 34 家分行和 12 家村镇银行
所在地， 携手近千名汇丰志愿
者，联合 60 余家专业公益组织，
针对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青少
年财商知识匮乏及社区居民亟
需从整体上提升金融知识和技
能的现状和需求， 携手专业伙
伴，开发出财商游戏、情景体验
活动、 宣讲引导等多种服务模
式，以更加喜闻乐见、灵活生动
的方式，系统性地帮助社区居民
持续地提高财商素养，培养适应
未来发展的技能。

今天，“汇聚财智， 益享未
来”2018 汇丰金融教育服务日已
在上海率先启动，并拉开了本次
全国金融教育系列服务活动的
序幕。 当天，汇丰志愿者走进了
上海市静安区句容里居委会、北
京居委会和蒋家巷居委会，和社
区的近百名青少年通过情景模
拟、物品兑换、主题辩论等寓教
于乐的形式， 开展了“小鬼当
家”、“白手起家” 及财商辩论赛
等活动，让社区的孩子们学习到
了很多书本里没有的财商知识，
为青少年提供了切实的支持和
帮助。 汇丰志愿者表示，助力青
少年普及财商知识，提升财商能
力，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正确的
金钱观和价值观，是他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义务。

在全国其它城市，汇丰志愿
者则充分挖掘当地社区的需求
和特色资源，早在筹备阶段就加
入活动设计的过程中，和专业公

益机构伙伴积极探讨、 出谋献
策，共创出更具公益性、趣味性
和可持续性的金融教育服务活
动，用专业的知识和服务，提升
志愿服务的价值，正向影响居民
积极学习和传播财商知识和理
念，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

据悉，首个“汇丰金融教育
服务日”将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
70 余场活动，并致力于携手社区
探索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模式，将
社区打造为金融教育志愿服务
的新阵地。

（高文兴）

财商辩论赛议题讨论

2018年 8月 10日，英国驻华
使馆临时代办罗廷为英国政府在
中国举办的野生动物保护主题公
益活动“地球有你才美丽：停止消
费它们的生命”揭幕。该活动是今
年十月伦敦打击野生物非法贸易
峰会在中国的预热活动， 接下来
几个月将在全国开展超过八场活
动， 提高公众对于非法野生物贸
易的国际影响的认识。

本次揭幕活动在北京坊举
行，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
FAW）为活动的合作伙伴。

人类活动对森林、海洋及野生
动物的影响越来越大，也正是如此
英国使馆在此时推出此项活动。过
度砍伐和城市的扩张破坏了野生
动物的栖息地，偷猎和非法野生物
贸易正在使很多物种濒临灭绝。过
去十年，大象的数量减少了三分之
一，每年有两万头大象死于全球象
牙需求导致的偷猎。

今年十月，英国将在伦敦主
办第四次打击野生物非法贸易
峰会。 包括中国在内的 40 多个
国家将齐聚伦敦，共同讨论如何
应对这一全球挑战，扭转全球野
生物犯罪趋势。

英国政府将在北京、 上海、武
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多个城市举
办活动，通过影像展及公益沙龙等
形式，向公众科普包括大象、穿山
甲、犀牛、老虎等濒危物种所面临
的严峻现状，使公众了解全球在打

击野生物非法贸易方面的努力，提
升公众对这一问题的了解与关注，
号召公众减少野生动物制品消费，
从而，为保护濒危野生动物更积极
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揭幕活动上， 英国驻华使
馆临时代办罗廷表示：“中英两国
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 在保
护生态环境、 打击野生动物非法
贸易领域开展了政府间和民间合
作，来保护我们的地球。 今年，中
国政府颁布了象牙商业贸易的禁
令。同样，英国政府也致力于这些
领域的工作。今年十月，英国将在
伦敦主办第四次打击野生物非法
贸易峰会， 我们期待与中国再次
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我们希
望通过这个活动， 让越来越多的
人了解到我们每个人对于应对这
一国际问题、 保护我们的地球来
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美
国）北京代表处项目兼运营主任
徐毛毛表示：“对野生动物制品
不负责任的消费和非法贸易正
在给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带来毁
灭性的打击。 对诸如大象、穿山
甲、犀牛、老虎等旗舰物种的盗
猎和捕杀、部分消费者对野生动
物制品的过度和盲目消费，将这
些物种推向了灭绝的边缘。 要扭
转这个危险的趋势，需要我们每
个人、 每个消费者共同努力，拒
绝消费它们的生命。 ” （高文兴）

英国驻华使馆
将在全国推动野生动物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