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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善计划”城市行活动走进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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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继“扬善计划”于深圳
成功启动后，计划发起方《公益时
报》 社携嘉宾一道到访“扬善计
划”城市行之第二站———珠海。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原副书
记陈存根，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公益时报》社
社长刘京，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副会长何建民，中国民生银行原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进忠均出
席了本站活动。

作为我国设立最早的四个
经济特区之一，珠海是珠江口西
岸的核心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
区的创新高地和重要节点城市，
自港珠澳大桥通车之日起，更成
为唯一一个与港澳均陆地相连
的城市，在珠三角乃至整个广东
省的公益慈善网络的构建中，具
有不可或缺的战略地位。

2012 年 5 月，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
中心挂牌成立，开我国高等院校
系统化培养公益慈善慈善专业
人才之先河;2018 年 9 月，珠海慈
善发展论坛举办， 至今走过三
届，硕果累累。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开展社会福利
和慈善事业合作”“鼓励港澳与
内地社会福利界加强合作”。 同
年末，珠海市政府印发了《珠海
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慈善事业
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形
成现代慈善事业格局的五年发
展目标。

截至今年 7 月，珠海拥有各
类社会组织 2471 家， 业务范围
涵盖扶贫、助老助学、社区发展
等领域，是加强湾区社会福利与
慈善事业合作的重要抓手。

此次“扬善计划”珠海之行，
即重点与珠海市慈善总会、广东
省天行健慈善基金会、珠海市华
发公益基金会等多家珠海当地
优秀社会组织交流，总结各自成
功经验，挖掘自身潜力，探讨如
何进一步助推珠海的公益慈善
事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程
中发挥出相匹配的价值。

“扬善计划”走进珠海活动
首先在广东省天行健慈善基金
会展开，一行人与基金会理事单
位建星建造集团总裁王爱志、基
金会荣誉会长严海文、理事长常
俪、秘书长常青等亲切交流。

广东省天行健慈善基金会
是 2015 年底在广东省民政厅注
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由 4 位
来自不同企业的爱心企业家联手
发起并管理运作， 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公益慈善项目，重点关注“三
区三州” 和广东境内深度贫困地
区， 仅用三年时间就获得省级社
会组织评估最高等级“5A” 级评
定，为广东省十佳社会组织。

基金会荣誉会长严海文表
示，广东省天行健慈善基金会的
创立初衷就是希望以基金会的
方式将公益慈善事业做得更精
准、更有规模、更有影响力，以医
疗救助为特色，帮助贫困地区患
者实现康复，并培养了一批具有
独立开展医疗救助能力的在地
医生， 从而让公益救助更加有
效。 他希望“扬善计划”的开展，
能够助力基金会在“行善”“扬

善”的道路上更上一个台阶。
据基金会秘书长常青介绍，

在关爱生命、关注健康、共享和
谐、共创美好的宗旨下，广东省
天行健慈善基金会在医疗救助
之外，还开拓了教育救助和赈灾
救助板块，多年来联合众多省内
外公益伙伴，打造了“复明工程”
(贫困患者白内障复明救助项
目)、“看清未来 亮眼行动”(青少
年视力筛查及免费配送眼镜项
目)、“迈开健康步”(藏区贫困患
者风湿免疫病救助项目)、“大爱
助康”(广东省精准扶贫贫困村残
疾家庭配送义肢项目)、“一杯子·
一被子·一辈子”(关爱石渠孩子，
让温暖赶走石渠虫癌项目) 等一
系列品牌公益项目，累计受助人
数 6 万余人。

接下来，“扬善计划”走进珠
海公益慈善交流会在港澳青年
实习交流基地举行，“扬善计划”
到访嘉宾和珠海慈善发展论坛
组委会成员单位代表畅所欲言，
共同为珠海公益慈善事业的前
景进行展望。

参与交流会的珠海慈善发
展论坛组委会成员单位代表有：

珠海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王棱
汸、 珠海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雷霄、 珠海市华发公益基金
会理事长葛志红、 广东省天行健
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常青、 珠海市
关爱协会会长崔云、 珠海市关爱
协会秘书长雷毓、 珠海市健帆阳
光医疗基金会理事长谢庆武、北
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
慈善教育中心教师李素娴等。

珠海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
长王棱汸表示，珠海的社会组织
体量相对较小，但近年来在体制
创新、筹款、扶贫等方面都实现
了长足的突破，并且通过举办了
三年的珠海慈善发展论坛形成
了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 由于毗
邻港澳，她对于珠海社会组织与
港澳慈善资源的对接与合作提
出了美好的展望，希望“扬善计
划”的到来能引领当地组织在珠
澳融合方面发挥更多价值。

珠海市华发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葛志红表示， 从历次赈灾、
扶贫及抗疫的力度上来看，基金
会都认真履行了一家国企基金
会的担当， 不仅慷慨投入资金，
并且带动集团近 4 万名员工和

下属企业积极参与。 此外，基金
会也力求让公益项目更有温度、
更有特色、 有更多的参与方，例
如多种方式保护珠海本地的珍
稀物种———中华白海豚等。 葛志
红认为， 珠海是一个充满爱心和
善意的城市， 市民文明程度也非
常高，如今，珠海慈善发展论坛已
经成为了珠海公益慈善事业的一
张名片。 她希望“扬善计划”能够
助力珠海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参
与公益的热情， 增进社会组织之
间的沟通和交流， 为共同推进公
益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珠海公
益生态的发展注入新动能。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宋庆
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教师李素娴
详细介绍了该中心培养公益慈善
行业人才的模式。 作为学校体制
创新的一种尝试， 该中心面向全
校学生跨专业开设公益慈善管理
专业方向辅修，通过跨界合作、协
同育人， 志在打造“中国公益黄
埔”，授课教师来自美国印第安纳
大学慈善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 香港大学等国内外高校，8年
来培养毕业生逾 200 人， 其中
60%左右进入公益慈善行业。

珠海市关爱协会会长崔云总
结了该协会创办 14 年来的经验
心得。她认为，一座城市在拥有经
济高度之外， 还要拥有人性的温
度， 让慈善关爱成为良好的城市
氛围，并且应倡导快乐公益、人人
公益， 让城市的每个公民都能参
与其中。此外，崔云也赞同珠海公
益慈善行业应利用好在粤港澳大
湾区的优势地理位置， 在制度上
实现更多突破， 以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和民间慈善的活力。

珠海市健帆阳光医疗基金
会是一家成立仅两年的机构，基
金会理事长谢庆武表示，机构专

注于为需要血液净化治疗的患
者提供服务，并以此推动血液净
化行业的发展。 两年间，该基金
会服务了约 1300 名患者，并促成
上万名医务人员进行交流和合
作，并在疫情期间积极协调物资
和现金在武汉前方开展抗疫。 他
希望结合“扬善计划”和大湾区
的优势，能够使慈善与提高患者
生存质量进行有机的结合。

在听取上述代表发言后，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表
示，公益慈善有三层功能：救助、
预防和发展，而珠海在粤港澳大
湾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珠海的社会组织应结合这一特
殊优势，多在“预防”和“发展”的
层面上打造有特色的公益，以此
体现自身的独特价值。 刘京认
为， 珠海的社会组织体量虽小，
但城市综合素质较高，应不遗余
力地继续做好公益传播，“扬善
计划”的系列城市行活动就是延
续“旗帜鲜明地扬善”这一精神，
以城市的标杆公益力量带动整
个城市的公益生态圈协同向上。

至此，为期两日的“扬善计
划”走进珠海活动画上了完美的
句号。“扬善计划”珠海之行的成
功举办，为该计划在类似“小而
美”的城市的陆续展开提供了样
本。 社会组织抱团联动，不一味
追求规模，而是结合城市特色突
显自身特有价值，并主动加以传
播，也理应是这类城市公益慈善
行业的发展之道。

接下来，“扬善计划”城市行
将走进更多独具特色的城市，为
更多地区搭建交流平台，注入慈
善活力，也希望更多有志于构建
慈善之城的城市加入“扬善计
划”，共同旗帜鲜明地扬善。

“扬善计划”走进珠海公益慈善交流会在港澳青年实习交流基地举行

� �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公益时报》 社社长刘
京在交流会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