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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过半网友认为高校没有必要
设立公益慈善专业教育课程

直播带货扶贫花费上百万
销售才几十万

8 月 28 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国务院扶贫办
副主任洪天云表示：“（少数地区） 直播带货请名人花
的费用和直播带货以后的效应不成正比， 成反比，花
了好几十万、上百万，最后直播带货的销售才小几十
万，这个账怎么算算不过来。 ”

点评：直播带货对消费扶贫工作非常重要，但必
须算经济账，可持续的消费扶贫才是真扶贫。

重庆人体器官捐献
突破 600 例

据华龙网消息，8 月 22 日， 重庆市第 600 例、
601 例人体器官捐献分别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和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施。 截至
当日， 重庆累计实施器官捐献 601 例、 角膜捐献
2564 例，挽救 1652 名患者的生命、让 3573 人重见
光明。

点评 ：人体器官捐献是大爱 ，需要更多的制度
保障 。

非洲实现零脊灰
2020 年 8 月 25 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区域

根除脊髓灰质炎，非洲大陆上不再有脊灰野生病毒流
行。由此，世界上仍受野生病毒困扰的国度仅剩两个，
距离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的目标又近一步。

点评：这是非洲收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大
规模公共卫生行动的胜利。

山西 1609家企业
试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据新华社消息，山西省已正式启动环境污染强制
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全省 8 类高风险行业的 1609 家
企业被纳入试点范围。山西省把环责险的赔偿范围从
环境事故扩大到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
险公司将按照标准聘请第三方专业人员，对投保企业
每季度组织一次环境风险隐患排查， 提出整改建议，
有效降低环境风险。

点评：用市场化手段降低企业环境风险，促进企
业绿色转型。

(2020 年 8 月 24 日至 2020 年 8 月 30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长兴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援人员教授如何用救生
圈救溺水者。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雉城街道在水木
花都社区开展 “暑期防溺水教育进社区 ”主题活动 ，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在辖区的幼儿园、 小学等开展溺
水救援知识教学 , 把相关应急救援知识教给孩子和
家长，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护航。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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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逐步发展 ，行业
建设人才需求旺盛 。
未来，专业教育应是
一种趋势。

@ 流光溢彩：
学习 慈 善 更多

让我们普及一种知
识， 观念一种更新，
谈不上专门教育。

ZAERK：
自己 是 非 慈善

专业，期望今后学有
所用也能为慈善做
贡献。

1 .公 益 慈 善 专 业 教 育 停 招 怎 么 看 ？
A.好。 52.91%
B.不好。 28.97%
C.不知道。 18.12%

2.是否有必要在高校开设公益慈善专业教育
课程？

A. 无。 更多应该普及知识， 而非形成专业。
52.41%

B.有。 慈善已经形成体系，可以进行专业教
育。 33.5%

C.无所谓。需要慈善知识，但不一定要形成专
业。 14.09%

3.公益慈善专业教育短板在哪？
A. 教育行政相关部门认识还有待提升 。

39.51%
B.开设专业教育的高校数量偏少。 26.7%
C.公众认识有限，报考热情不高。 25.41%
D.专业教育成本偏高，无资金支持。 8.38%

4.怎样办好公益慈善专业教育？
A.政府出台相应支持政策。 40.2%
B.学校积极研发，学有所教。 36.65%
C.企业积极捐赠建立培养模式。 15.17%
D.公益组织大力呼吁，吸引公众关注。 7.98%

8 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即将正式升级为珠海校区，该校于
2012 年创办的国内首个公益慈善
管理本科专业自今年起不再招生。

从最初开设到如今停办时隔
8 年，此举引发了公益业界对于慈
善类专业教育如何办的不同声音
与思考。

“1.0”“2.0”“3.0”……在北京
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这些代表互
联网技术更新的数字，是每届“公
益慈善班”的自我戏称。

年复一年， 一个个阿拉伯数
字在师生口中顺延得颇为尽兴，
以至于没人能想到， 在念至“8.0”
时戛然而止。

北师大珠海分校“公益慈善
班” 从 2020 年开始停止招收新
生。 停招的部分原因来自该校自
身调整，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方向
依托的教育学专业不再招生，无
法继续招收辅修。

2022 年，“公益慈善班” 将送
走最后一届毕业生， 距离其最初
创办刚好 10 年。

随着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办学
历史即将翻开新篇章，“公益慈善

班” 面临遗憾落幕。 获知这一消
息， 往届校友情感上不舍且难掩
失落。

首届毕业生陈孚现供职于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在他的认
知里，“公益慈善班” 这些年来可
谓供需两旺，“捐赠人满意， 用人
单位满意， 班里走出的学生在公
益行业已有一些阶段性成果”。

首批 80%的毕业生进入中国
扶贫基金会、 中国少年儿童基金
会等专业机构或企业的社会责任
部门，也有的继续出国留学，进行
公益慈善相关领域的深造。

人才， 一直是公益行业的切
肤之痛。《公益时报》联合问卷网
推出本期益调查———公益慈善专
业教育停招，你怎么看？ 本期调查
从 8 月 24 至 29 日， 共有 3540 名
网友参与。

调查结果与公益行业的认知
并不一致，52.91%的网友公益慈善
专业教育停招是好事 ， 只有
28.97%的网友认为不好。

在被问及是否有必要在高校
开设公益慈善专业教育课程？ 有
52.41%的网友选择无，认为慈善是

个广义概念，无学，更多应该普及
知识，而非形成专业。33.5%的网友
选择有， 认为慈善经过多年的发
展已经形成一套体系， 可以进行
专业教育。14.09%的网友选择无所
谓， 认为社会发展需要慈善知识
个体赋能，但不一定要形成专业。

对于目前公益慈善专业教育
的短板，39.51%的网友认为是教育
行政相关部门对专业教育认识还
有待提升。 26.7%的网友认为是开
设专业教育的高校数量偏少，教
学安排不足， 不具备复制模式。
25.41%的网友认为是公众对公益
慈善认识有限， 导致学生报考热
情不高。 8.38%的网友认为推行专
业教育成本偏高，无资金支持。

被问及怎样办好公益慈善专
业教育时，40.2%的网友认为政府
应出台支持政策， 为专业教育护
航。36.65%的网友认为学校应积极
研发相关教学材料，使学有所教，
吸引学生报读。15.17%的网友认为
爱心企业可以向校方积极捐赠建
立培养模式。 7.98%的网友认为公
益组织应大力呼吁倡导， 吸引公
众关注。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20年8月26日 湖南省华兴公司 1000万元 脱贫攻坚 隆回县向家村

2020年8月27日 甘肃电投集团 100 万元 抢险救灾 陇南灾区

2020年8月28日 旭日基金 1亿元 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建设 同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