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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温度”温暖世界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北京市国际生态经济协会全球抗疫纪实

� �“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
了人与环境和谐相处。 北京市国
际生态经济协会一直致力于环
境与经济的改善，其目的也是为
了保护人类的健康。 作为生态经
济领域的专业社团， 资金有限、
资源也有限，在疫情之下，我们
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能更好地服
务于改善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这一生态事业的最终目的。 ”北
京市国际生态经济协会（IEEPA）
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在
北京市 120 急救中心代表协会
为北京市政府抗疫工作捐赠负
压型特种防疫救护车的交接仪
式中明确指出。

北京市国际生态经济协会
（IEEPA）是在农工民主党中央、九
三学社、清华大学和北京市人民政
府支持下， 经政府批准由民政登
记注册的政府主管下的专业性、
跨行业性和国际化发展的生态与
经济领域社会团体，是具有独立法
人资质的首都一级社团组织。

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生态
经济领域专业社团和国际公益
行动的努力践行者，国际生态经
济协会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
初便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动
员全会力量投入到国内抗疫阻
击战和整体战之中，2020 年 2 月
10 日，国际生态经济协会通过社
会各界媒体发布了自主编辑的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手册》，从工
作层面、家庭层面、就医等各个
方面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为社会
提供指南。 同时，该协会领导带
头捐款捐物支援湖北武汉等地
及首都抗疫一线，以实际行动诠
释新时代民族精神；在新冠肺炎
疫情于全球肆虐时，协会又调集
有限的资金采购防疫物资，主动
而为，率先而为，积极以中国的一
支非政府社会力量对日本、韩国、
塞尔维亚、比利时、英国、意大利
各国高校、 智库和政府部门进行
了支援， 通过在各国民众之间彰
显爱心无国界的公益影响力，推
动世界各国公众、 特别是科研力
量引领全球多样性发展和人类与
自然和谐共生， 为抗疫国际合作
贡献“中国力量”，为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元素”。

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成为
全球抗疫的前沿和主战场。 为向
世界传播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抗
击疫情的精神，表达与各国同舟
共济、共同战“疫”的决心，国际
生态经济协会于 2020 年 2 月初
即发起了“国际抗疫行为艺术传
播”公益活动，通过组织动员协
会分布在乌克兰、 澳大利亚、英
国等国家的实习生和志愿者，以
举牌展示和行为艺术的方式，向
各国民众传递“爱心无国界、人间
有真情”的心声，藉以抵制在疫情
中部分民众出于恐慌或无知对特
定种群进行歧视的错误行为，反
对个别国家政客、 媒体将病毒政
治化的错误言论和蓄意歪曲。

随着疫情在全球各地的暴
发和蔓延， 为体现守望相助、投

桃报李的理念，感谢各国民间前
期对中国抗疫的声援与支持，
2020 年 3 月中旬，国际生态经济
协会在日本和韩国发起了“爱心
传递世界”的大型公益行动。 协
会志愿者在繁华的东京和首尔
街头免费向日韩民众发放来自
中国民间组织捐赠的防疫口罩，
得到了两国普通民众积极正面
的反响，人们纷纷通过志愿者向
中国民间表达发自肺腑的感谢
之情，并期待着中日、中韩能世
代友好下去。

国际生态经济协会在防疫
物资紧缺的关键时刻向日本名
古屋大学的教职员工捐赠了一
批防疫口罩，名古屋大学校长松
尾清一专门发来感谢信，盛赞中
国民间组织雪中送炭，在疫情期
间给予了该校教育事业有力的
支持，协会通过民间行动向世界
传递了谦逊、努力、执著、友爱的
精神，与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了包
容、互通、互信的桥梁。 协会还向
韩国议政府市和高阳市捐赠了
口罩等防疫物资。 高阳市政府对
接收到来自中国社会力量的物
资捐赠倍感鼓舞并表示，在疫情
暴发后， 中韩两国互帮互助、共
渡难关，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
政府之间、民众之间共同抗疫的
楷模；虽然每个国家制度、文化
都有不同，但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超越了差异、以民众同心的
世界大同理念，共铸世界的美好
和健康安全。

国际生态经济协会的抗疫
公益行动也向欧洲国家伸出了
援手，积极开展与欧洲国家的联
合抗疫活动。 2020 年 4 月，协会
与欧洲相关科研机构和大学进
行沟通对接，深入了解对方在抗
疫紧缺物资方面的具体需求，另
一方面在国内多方寻求符合欧
洲标准的医用外科口罩货源，克
服各国通关的种种压力，第一时
间完成质检通关等出口手续通
过国际快递公司分别送往英国
伯明翰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埃
克塞特大学， 比利时欧洲学院、
鲁汶大学、欧洲之友智库和意大

利马特艾基金会，既缓解了有关
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自身防疫的
燃眉之急，也为其参与本国抗疫
总体行动提供了保障。 协会的定
向公益行动受到各国受捐赠机
构的纷纷赞扬和感谢。 英国伯明
翰大学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
乔·范普顿教授在感谢信中表
示：“我们目睹了中国卓有成效
地避免了武汉及其他地区的一
场公众健康威胁。 在这个充满挑
战的时刻，你们为我们和英国提
供的援助支持使我深受感动。 ”
苏格兰斯克莱德大学的蒂姆·贝
德福德教授则指出，与协会的国
际合作不仅在抗击疫情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应对其他全
球性挑战的过程中也有着举足
轻重的意义。

国际生态经济协会专职副
会长李军洋在谈到国际抗疫合
作时表示，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
卫生危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
加凸显。 为此，我们需要积极发
挥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使其成
为中国民众在世界上的爱心代
言人，营造民心相通、人民互助
的良好氛围。 在某种意义上讲，
作为社会不同阶层专业组织的
代表和国际公益行动的积极践
行者，我们通过自发的、更多的、
更强大的民间力量，可以更好地
诠释新时代民族精神，在各国民
众之间彰显爱心无国界的公益
影响力。 所以，中国社会组织需
要更多地走向世界，走入世界民
众之中，通过促进民心相通来进
一步扩大我们的朋友圈。

李军洋还谈道，病毒没有国
界，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
共同体，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
人， 协会将会继续与各国高校、
智库和科技机构加强抗疫国际
合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让合
作的阳光驱散疫情的阴霾，用团
结的力量守护共同的家园。

针对国际生态经济协会集
中力量参战首都北京的抗疫工
作，李军洋对此表示，作为一个
专业社团也是一个普通的组织

单位机构，同样面临着疫情带来
的压力和挑战，“大战当前，我们
分得清主次，十分清楚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做什么，树立了全力以
赴目标和信心来参战；在这场战

“疫”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为社
会行动的过程中，也时时强调并
携手其他单位组织， 基层干部、
社区志愿者，共同发扬生态人文
精神，助力打好北京防疫战”。

他表示，疫情防控是对首都
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在党和政
府的坚定领导下，除了动用体制
内的力量，也要充分动员和发挥
全社会包括社团组织在内的各
方力量参与重大危机防控和救
援救灾。 为此可考虑在目前的首
都应急响应机制中，明确社团组
织参与基层社区应急防控的激
活机制与响应渠道，并形成社会
组织参与政府引导的应急响应
指南与规范加以推广。 国际生态
经济协会通过参与建国门街道
办站东社区疫情防控联合执勤，
零距离参与了首都基层疫情防
控工作，也深入了解到了首都基
层治理的许多第一手信息和情
况，协会将更加精准有效地支持
首都基层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国际生态经济协会（IEEPA）
截至目前累计为疫情捐赠资金
共计 105.85 万元，包括：协会专
家领导郝吉明会长、 彭苏萍、候
立安、蒋明麟、李军洋和全体工
作人员个人捐赠款 25.85 万元；
从协会全年办公经费中划拨疫
情捐赠物资款 30 万元， 使用国
际生态经济协会绿色矿山环保
专业委员会设立在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下的“生态经济专项公
益基金”50 万元， 全部用于抗疫

捐赠物资采购。
国内开展防疫物资捐赠工

作，主要以北京、湖北武汉、宜都
为主，为北京市政府抗疫工作捐
赠给北京市 120 急救中心北汽
福田负压防疫救护车 1 台，为湖
北省泰康同济（武汉）医院捐赠
医用级空气净化器 30 台， 为湖
北省宜都市抗疫指挥部捐赠给
定点医院宜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特种臭氧消毒机 6 台；为北京市
公安局勤务保障部，北京市交通
管理局中心区支队，市公安局顺
义分局刑侦支队，东城区建国门
街道金宝街北社区工委、站东社
区，北京站派出所，东城区文明
引导办等在首都抗疫一线的单
位 ， 共计捐赠医用消毒酒精
18604 瓶、KN95 级别多次使用口
罩 17400 个、 一次性医用外科口
罩 14000 个；国际生态经济协会
组成了由经验丰富的 4 名军转
正式员工和 2 名实习生参加的
基层社区疫情防控 6 人小组，从
3 月 10 日开始到 6 月 5 日，持续
3 个月的轮班执勤驻守工作，在
建国门街道办的统一安排下，参
加北京站东街疫情执勤检查点，
选择在人员流动量最大的每天
上午 9 时到 11 时， 每天不间断
地分班轮流志愿执勤工作。 作为
志愿者参加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有效充实社区重点防控区域和
薄弱环节。

在此次国际抗疫行动中，协
会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共计 212
人次， 累计志愿服务 620 小时，
累计向韩国京畿道议政府、韩国
议政府市、 韩国城市建设研究
院、 日本国立法人名古屋大学、
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馆、意大利马
特艾基金会（FEEM）、英国伯明
翰大学、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比
利时欧洲学院、鲁汶大学、欧洲
之友智库等， 捐赠口罩总计
17310 个和消毒酒精物资， 总价
值 172735 元。 国际生态经济协
会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两
院院士的带领和指导下，一直以
来非常注重产、学、研、用合作，
与世界主要国家知名高校之间
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对接桥梁，这
些抗疫捐赠活动不仅促进了中
方社会团体和外方科研院校以
及全球性国际组织之间的友好
交往与合作， 更多的是促进了两
国民众之间的相互支援关系，体
现了爱心互助的精神， 彰显了爱
心无国界的理念。 进一步拓展了
国际生态经济领域专业交流与合
作的深度与广度， 为后疫情民间
对外交往建立了基础。 （李庆）

� � 国际生态经济协会为北京急救中心捐赠价值 36 万人民币的福特定制负压型救护车，用于防疫应急
转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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