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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红十字系统首期青年骨干培训班开班
陈竺为学员讲授第一课
� � 2019 年 10 月 31 日，由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主办、红十字国际
学院承办的全国红十字系统首
期青年骨干培训班在苏州大学
正式开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
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
长陈竺以《对我国红十字会工作
的若干思考》为题为学员讲授第
一堂课。 来自全国红十字系统的
70 余名青年骨干，以及红十字国
际学院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苏
州市红十字会干部、苏州大学学
生等 180 余人听课。

陈竺在课上介绍了国际红
十字运动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发
展历史，回顾了近年来我国红十
字事业的改革发展成就，分析了
当前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发展态
势和中国红十字会的新机遇、新
使命、新挑战。

当前,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
深度调整，虽和平与发展仍是时
代主题， 但局部冲突和战争不
断，人道危机与恐怖主义、能源、
气候、 环境等问题相互交织，人
道需求不断增长。 在此背景下，
陈竺认为，红十字组织在国际人

道主义救援、促进世界和平中的
作用更加突出。

陈竺表示，中国红十字会作
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
和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 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是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的必然要求，也是作为国
际红十字运动重要成员、履行国
际人道主义义务的应有之义。 中
国红十字会要抓住“一带一路”
建设机遇，促进国际红十字运动
的创新发展。

在授课前的开班和联合发
起人授证仪式上， 陈竺为 16 家
红十字国际学院首批联合发起
人单位颁发证书。 中国红十字会
首任会长盛宣怀的后人、荣丰控
股集团的盛毓南老人也专程从
上海来苏州接受证书。

仪式上还成立了红十字国
际学院专家咨询委员会。 陈竺为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颁发聘书，
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向中国红
十字会原副会长王汝鹏颁发红
十字国际学院院长聘书。 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广东省陈绍
常慈善基金会创始人陈绍常、湖
南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张琦分

别作为专家咨询委员会代表、联
合发起人代表和学员代表在仪
式上发表感言。

记者了解到，首期培训班为
期 5 天，孙硕鹏、于福龙、王汝
鹏、任浩、刘选国、郑庚、池子华、
苏婉娴以及来自红十字国际组
织的白良、彭玉美等国（境）内外
人道公益领域的专家将先后为
学员授课。 课程内容涵盖中国红
十字会“十一大”精神宣讲、国际
形势、人道外交、“一带一路”、红
十字运动发展、人道资源动员等
理论知识和实务培训。

下午，红十字国际学院专家
咨询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苏
州大学副校长、红十字国际学院
执行院长杨一心，红十字国际学
院副院长刘选国，红十字国际学
院副院长郑庚先后介绍了学院
学科发展规划、教材编写计划和
2019~2020 培训与招生计划。 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
处主任白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国际联合会东亚地区代表处
主任彭玉美，以及郑功成、王振
耀、朱文奇、周秋光、池子华、梁
春晓、史先东、王芳、马强、郑红

等 10 余位专家教授及资深红十
字工作者先后发表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国际上至今还没有
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大学
（学院），红十字国际学院的成立
填补了这一空白。 经过多年论证
和筹备，2019 年 6 月 30 日，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苏州大学、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在京正式签署合
作创办协议。 8 月 31 日，红十字
国际学院在苏州挂牌成立。

学院将设立红十字运动、国

际人道法、“一带一路”国际交流
合作、南丁格尔救护、人道资源
动员与文化传播、应急管理与备
灾救灾等六个研究中心，开发设
计不同类型的人道教育培训和
教学课程，开展短期培训、中期
培训及高级研修班等职业培训，
招收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
生等。 这也是全球第一所专门致
力于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人才
培养、文化传播、学术交流、国际
合作的教学科研机构。 （皮磊）

作为全国最大规模的品质
加盟经纪品牌，德佑开始以“品
质”规范公益，发布九大便民服
务：应急电话、应急上网、应急
充电、 应急打印复印、 便民饮
水、询路指引、换灯泡、社区课
堂、应急避雨。 同时，德佑成立

“社区便民服务队”， 为百姓提
供日常帮助， 经纪人和店东经
过筛选培训方可上岗， 共同推
动高品质宜居社区建设。

由此意味着， 百姓走进全
国 96 个城市的任意一家德佑
门店，都可免费享受上述服务。

以品质和规模保障公益

作为后起之秀， 以加盟为
主的德佑并不单纯追求速度和
规模， 而将更多精力放在规则
建立、效率提升上，恪守“品质
加盟”。“没有品质，德佑什么都
不是。 ”德佑总经理刘勇直言。

因此，在公益服务标准上，
德佑也具有严格的品质要求：
打造从招募、甄选、培训、激励
到退出的完整的志愿者管理结
构，提供专业化服务。 各城市将
发起志愿者招募， 号召广大店
东与经纪人报名； 报名者经由
店东认可、 执董背调及信用分
考核后， 将接受由贝壳公益和
德佑联合提供的专属培训；志
愿者通过考试考核后获得认证
证书， 正式成为德佑社区便民
服务队的一员。

自 2018 年 1 月 26 日启动
品质加盟， 短短 1 年多的时间
里， 德佑全国签约门店已远超

万家，覆盖 96 座城市，并在其
中 35 座规模遥遥领先同行业，
全国有超 12 万名经纪人。

按照刘勇描述 ， 到 2020
年， 德佑希望招募 15000 名志
愿者， 在不同城市服务超过 1
万个社区和 1000 万百姓。

政企合作 社区共建

围绕社区服务， 德佑还将
发起一系列共建举措。 在具体
服务上， 德佑门店将结合地方
特色和社区实际需求，采取“因
地制宜”的方式，与当地政府或
社区居委会合作，政企共建。

对此， 德佑提出了 3 大共
建方向及 N 个社区服务点，决
议以“1+3+N”模式打造社区共
建体系。 其中，“1”指的是一支
社区便民服务队；“3”是指三大
社区行动主题： 统一性共建活
动、日常性共建活动、个性化共
建行动；“N”则指各社区门店可
以因地制宜设立不同方式、格
局特色的社区便民服务点。

天津社区共建首结硕果

作为“社区共建”首站，天津
德佑已率先与滨海新区达成合
作，结合当地特点开展交通共建
计划。 2019 年 10 月 28 日 7 时
30 分，天还没亮，德佑志愿者就
早已站在路口，对行人进行交通
劝导。 此前，德佑志愿者接受了
交通指挥、 非机动交通安全、违
章行为、通行规定的专项培训。

同时， 天津德佑还在当地
开展“点亮社区每一盏灯”行
动， 对照滨海新区政府提供的
社区列表，以商圈为单位，与门
店进行匹配， 为各大社区更换
老旧灯泡，打造安全社区。

未来，社区共建将从滨海新
区起步，逐步扩展至天津其他地
区，再进一步扩展至全国。 以九
大便民服务为抓手，德佑门店将
开展日常化、持续性的社区友好
活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提升
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共建和
谐美好的社区。 （张明敏）

2019 年 11 月 1 日 ，“好未
来基金会助力威县智慧教育”
捐赠仪式在河北威县举行。 该
仪式上， 北京好未来智慧教育
联合好未来公益基金会向威县
二中、 威县一中和威县第什营
中心小学捐赠了一系列智慧教
育产品和设备， 并与威县政府
签订合作协议， 双方将合力打
造河北威县好未来智慧教育示
范区。

河北威县作为教育部定点
帮扶县， 全面革新传统教育方
式，打造可复制、易实施、有实
效的威县教育信息化建设实践
与发展模式。

威县县长商黎英表示：“威
县在教育部及各级主管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先后新建、扩建及
提升教学质量的学校 100 余
所，教育事业实现了长足发展，
但因教育基础薄， 仍然存在一
些短板。 好未来的助力将有效
解决受赠学校教育信息化基础
设施设备短缺等问题， 对全县
教育信息化起到良好的示范带
动作用。 ”

“好未来是一家以智慧教
育和开放平台为主体， 以素质
教育和课外辅导为载体的科技
教育公司。 ”好未来智慧教育总
裁王伟表示，接下来，好未来将
迅速组织力量进行项目建设、
运营， 加快推动威县教育信息
化建设，与威县政府一起，共同
推动威县教育创新发展。

好未来自成立以来， 始终

秉承“用科技推动教育进步”的
理念，致力于消弭地域、贫富等
带来的教育差异，在河南嵩县、
贵州兴义、 四川凉山等地进行
了实践。 此次合作，双方立足于
针对性地解决威县教育的短
板， 积极推动在信息化条件下
实现定制化教学、个性化学习、
精细化管理、智能化服务，共同
探索教育教学模式、 教育管理
决策、学校治理的变革。

据了解， 好未来已经着手
组织力量进行项目建设、运营，
加快推动威县教育信息化建设。
通过双师课堂，助力创新课程体
系教师培养； 通过智慧课堂，创
新课堂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 通过区域综合资源平台，
实现教学资源沉淀，为学校教师
与孩子们提供更优质的教学资
源， 助力当地教育信息化的整
体发展。

此次活动促成了威县与好
未来的深度合作， 双方签订合
作协议后， 威县将结合好未来
高质量的教学信息技术与成熟
的教学培训体系， 实现智慧教
育的落地。 威县副县长王炳明
在会上表示大力支持威县智慧
教育的推进， 期望好未来全力
以赴地协助威县教育革新，共
同围绕“规划设计好”“工作落
实好”“资源整合好”“总结提炼
好”“宣传推广好”的“五好”目
标，最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新时代威县智慧教育模式。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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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向盛毓南（右）颁发红十字国际学院联合发起人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