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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

“慧育希望”山东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揭幕
滑梯、海洋球、全软包环境，

还有最新的绘本……位于山东
省财政困难县五莲的叩官镇拥
有了一所现代化的儿童早期发
展中心。 2019 年 8 月 19 日，“慧
育希望”项目叩官儿童早期发展
活动中心正式揭幕。

日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
德庆，日照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
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
申淑清，五莲县政府副县长许京
勇，陈江和基金会全球总裁张文
好博士等领导和相关负责人见
证了揭幕仪式。“慧育希望”项目
管理中心成员、 养育师代表、中
心所在各幼儿园园长等 60 多人
出席活动。

“得益于陈江和基金会的支
持，叩官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
配备了近 400 册适合家长陪伴
6-36 个月儿童阅读的绘本。 ”五
莲县教育和体育局托幼办主任、
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维苗说。 据
她介绍，活动中心还针对不同月
龄儿童，提供“一对一亲子课程”
玩教具，以《养育未来》为教材，
向 6-36 个月的儿童提供 248 节
“一对一亲子课程”。

目前，叩官中心注册儿童已
达 60 人。 因规模较大，“慧育希
望”项目为叩官中心配备了三位
养育师。“这些养育师全都通过
五莲县教体局正规招考、 体检、
政审程序。 经过陕西师范大学专
家团队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后，

她们才能上岗。 ”五莲县教育和
体育局副局长窦金军表示，“慧
育希望”项目的儿童早期发展活
动中心全部设在镇、 村幼儿园
里，场地条件好、安全卫生也很
有保障。

叩官中心只是“慧育希望”
项目众多中心之一。 除了叩官中
心， 包括洪凝中心在内的其他 9
家中心也在当天同时开业。 据了
解，“慧育希望” 项目第一批 10
个中心服务的儿童有望达到 340
人。 而该项目第二批 10 个中心
将于 2020 年开业。 届时，20 家儿
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将遍布五
莲县 10 个乡镇， 预计惠及超过
600 个家庭。 对此，窦金军认为，
五莲的学前教育，将由此掀开新
的篇章。

“慧育希望”项目是由陈江
和基金会与日照市五莲县教育
和体育局、五莲县育才教育基金
会共同合作的山东省儿童早期
发展创新试点项目。 该项目由陈
江和基金会捐资 1000 万人民
币，计划三年内在五莲县建立 20
个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为当
地 0-3 岁婴幼儿提供免费的活
动场地和一对一课程，并为其家
长提供儿童早期发展的专业指
导，希望通过科学干预保护幼童
的发展潜力，从而实现助力中国
未来建设者素质提升的目标。

“大量科学研究显示，0-3
岁是大脑发育最敏感的时期，

在此期间提供适宜的环境刺激
对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可以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陕西师范大
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
耀疆教授说。 来自陕西师范大
学在秦巴山区的研究也表明，
持续参加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的
活动能促进 0-3 岁的婴幼儿在
语言、认知、运动、社会情感等
方面的发展。

据陈江和基金会全球总裁
张文好博士透露， 继山东之后，
陈江和基金会还将在江西等中
东部省份的农村贫困地区开展

0-3 岁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未来，
该基金会计划在中国建立 100
个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

“陈江和基金会坚信优质教
育能够促进机会均等， 因此，基
金会的各类项目均着眼于利用
教育的变革力量帮助人们释放
潜能、改善生活。 我们希望‘慧育
希望’项目在五莲的尝试能保护
婴幼儿的发展潜力，进而为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打下良好基础。 ”
张文好说。

据了解， 陈江和基金会由
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与

夫人黄瑞娥共同创建。 新加坡
金鹰集团以可再生资源开发为
基础， 业务涉及林浆纸、 棕榈
油、 特种溶解木浆与纤维素纤
维、 能源开发等多个领域。 目
前，该集团资产总额已超过 200
亿美元，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6
万多名员工。

作为非营利机构，陈江和基
金会主要在印度尼西亚、中国和
新加坡开展工作。 自 1993 年开
始在中国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以
来，该基金会已在中国陆续捐款
3.6 亿元人民币。 （高文兴）

2019年 8月 17日， 第 18届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缔约方大会（CITES CoP18,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本届大会，
183 个缔约方的政府代表团将对
提高大象、长颈鹿、鲨鱼以及其他
物种保护的提案进行商议， 大会
决议将会影响许多饱受活体和身
体器官贸易威胁的物种的生存和
未来。此次会议拟定于 8月 28日
结束， 议程为 CITES 史上最长，
期间代表们将讨论各项提案。

CITES 缔约方大会 IFAW
代表团团长、IFAW 国际政策主
任 Matt Collis 说：“非法和不可
持续的野生动物贸易，加上栖息
地丧失和其他人为威胁，已经让
很多物种走向濒危，到了生死攸
关的转折点。 目前每年约有 2 万
头大象因非法象牙贸易而被猎
杀。 随着缔约方大会的召开，各
国聚集起来尽其所能，保护脆弱
的濒危物种至关重要。 ”

与之前的缔约方大会一样，

大象和象牙贸易将成为议程上
的重要议题，有三个单独的提案
就非洲象保护提出了不同的构
想。 赞比亚提出了支持象牙贸易
的提案，提议对赞比亚大象种群
降级，从而允许库存象牙的销售
和狩猎战利品和象皮的出口；博
茨瓦纳、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也
提出了支持贸易的提案，提议修
订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和
津巴布韦大象种群的现有级别，
从而允许未来销售库存象牙。

与此同时，在更多非洲国家
的支持下，布基纳法索、科特迪
瓦、加蓬、肯尼亚、利比里亚、尼
日尔、尼日利亚、苏丹、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和多哥呼吁将所有
非洲象升级至 CITES 附录 I 以
使其得到全面的保护，免于遭受
任何商业性国际贸易的威胁。
CITES 附录 I 将为大象提供最高
级别的保护。

Collis 补充道：“为防止合法
销售为偷猎和非法贸易提供掩
护， 大象需要最高级别的保护。
然而，在 CITES 大会上，有一点
非常重要，就是各缔约方解决各
自国内市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
提高或降低保护等级。 同样至关
重要的是，我们为关键国家提供
必要的资源，以保护当地的大象
种群，并提高执法能力。 ”

代表们还将首次对长颈鹿的
保护进行商议。 长颈鹿的数量在
过去 30 年中骤减了 40%，被认为
是“无声灭绝”，原因包括长颈鹿
制品的国际贸易、栖息地丧失、内
乱和非法狩猎等。Collis说：“把长
颈鹿列入 CITES 附录很重要，因
为目前我们无法确定长颈鹿种群
数量骤降在多大程度上是贸易造
成的。 我们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重

要因素， 尽管目前只有美国收集
了长颈鹿贸易数据。 据其报告显
示， 从 2006 年到 2015 年这十年
间， 长颈鹿相关制品贸易量为 4
万件。 列入附录 II对于规范长颈
鹿贸易和防止任何非法和不可持
续的贸易至关重要。 ”

本届大会的另一个关注点
是鲨鱼和蝠鲼， 人们对鱼翅和/
或鱼肉的需求，导致其种群迅速
下降。 过去两届缔约方大会上成
功地将大量鲨鱼物种列入附录 II
后，许多国家现在又提议将另外
18 种受威胁最严重的鲨鱼种群
列入附录，以确保贸易的可控和
可持续性。 这包括长鳍鲭鲨和尖
吻鲭鲨，它们均濒临灭绝。 Collis
补充道：“CITES 过去成功地将
鲨鱼和蝠鲼物种列入附录，说明
其在提供保护和激励目前尚未
对贸易进行管制的渔业管理上，
影响力正持续增强。 ”

缔约方大会将对其他受贸
易影响的关键物种的保护进行
商议，涉及物种包括犀牛、亚洲
水獭和美洲豹。 此外，还将讨论
如何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如野生
动物网络贸易以及如何处理从
走私人员手中救出的越来越多
的活体动物问题。 （高文兴）

第 18 届 CITES 缔约方大会举行
共商保护措施拯救濒危物种

陈江和基金会全球总裁张文好（左二）观看活动中心“一对一亲子互动”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