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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点亮回家路，技术赋能让社会救助更高效

11 月 19 日，“南网知行教育
发展基金”成立暨“南网知行书屋
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和广州两地
举办。 据介绍，“南网知行书屋项
目”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推出，南方
电网捐助 1.5亿元，为云南、贵州、
广东、广西和海南 5省区小学援建
300个“南网知行书屋”。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
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玉
光谈道：“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
南方电网发起的南网知行书屋项
目可以缓解欠发达地区乡村小学
生阅读书目单一、师生阅读素养有
待提升、寄宿制乡村小学管理压力
大及课后素质教育资源不足等问
题。 项目连续开展五年，对加强乡
村教师素质建设、促进城乡教育公
平、减轻寄宿制学校教师管理压力
等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党组副书记兼工会主席毕
亚雄表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
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 有质量
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大事。

“2019年初，公司提出与五省区教
育部门合作， 面向乡村， 依托学

校，统一行动、统一品牌，办一批
南网知行书屋，且要长期帮扶，南
网知行书屋项目应运而生。 从
2019年试点建设到 2020年底，已
建成 50间南网知行书屋，在广西
东兰县、 云南维西县实现了所有
乡镇中心小学全覆盖。 ”

启动仪式上正式对外发布了
《南网知行书屋校园阅读书单》，
书单有低段图书 176 个品种，中
段图书 203个品种，高段图书 187
个品种，共计 566个品种。 品类包
括文学类读物、知识类读物、综合
类读物，同时还补充了 40 本教师
用书， 其中有儿童阅读和阅读教
育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方法等内
容， 也有最经典的儿童读物的介
绍内容等。

据介绍， 为解决欠发达地区
孩子教育资源相对薄弱， 家庭缺
乏培育孩子阅读的意识和选书买
书的能力， 学校图书配备质量不
高、利用率低、阅读指导不足等问
题，除了书屋援建以外，项目还通
过书单定制、数字化管理、教师阅
读教学能力培训及引导城市阅读
资源进乡村等方式， 激发乡村学
生读书热情， 提升乡村学校师生
的阅读质量， 丰富欠发达地区孩

子们的教育资源， 把书屋打造成
汲取文化营养的阵地、 孕育理想
信念的家园。

书单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政策
规定，严格遵循学校课外读物推荐
工作的原则、标准和要求。 在定位
上，南网知行书屋是对学校图书馆
的补充， 而非学校图书馆的替代
品。 此外，根据南网知行书屋图书
配置的功能定位，图书选品还要服
务于学校师生共读。

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
凯表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乡村
振兴务必抓好教育。“南网知行教
育发展基金暨南网知行书屋项目，
是南方电网和中国扶贫基金会面
向乡村振兴新阶段实施的教育帮
扶新举措。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与南
方电网密切合作，共同把南网知行
书屋建好、配好、管好、用好，使之
成为培育乡村学生全面素质的重
要阵地、精神家园。 ” （李庆）

教育帮扶新举措
南网知行教育发展基金暨南网知行书屋项目启动

通过百度 AI 寻人民政部门成功寻亲的案例

南网知行教育发展基金成立暨南网知行书屋项目启动仪式北京会场

救助千万条，回家第一条

“阿姨好，这是我画的。 ”一位
30多岁的小伙子捧起涂色的画作
满是自信， 眼神中充满童真的期
盼。他邻座一位 40多岁的大哥也
抢着向大家晒自己的作品。

走出阅览室，还有健身康复
室、心理疏导室、儿童娱乐室，温
暖明亮；室外，一群衣着统一的
人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院里
健走锻炼，处处井然有序、一尘
不染……如果不是亲自到访，你
很难相信正身处北京市朝阳区
救助管理站。

近日，记者随百度 AI 寻人团
队一行参访北京市朝阳区救助管
理站， 向付红波站长了解当前救
助站的营运情况。 这些救助站通
常在大众的视野之外， 全北京市
共有 16 个，朝阳救助站是收容受
助人员最多的一个站。 作为北京
市朝阳区民政局重要的为民服务
机构， 其承担着救助管理生活无
着流浪乞讨人员的工作重任。

据付红波介绍， 站内受助人
员通常来自公安、城管、好心的市
民报送等八种渠道， 通过一系列
问询、信息采集、分流、安置等流
程后，滞留在站内超过 3 个月的，
以失能失智群体为主。 他们不仅
可以得到生活上的基本保障，也
会有专业的社工对他们进行心理
疏导、康复训练。眼前平静开心的
受助人， 很难想象曾经是流落街
头以乞讨为生的流浪者。

除了对滞站人员的精心照
顾外，救助站工作人员很重要的
一个工作就是为受助人员寻亲
找家。 从 2019 年到现在，朝阳区
救助站通过社会各界为受助人
员成功寻亲 1200 多人。

“救助千万条，回家第一条。
帮助受助人回归家庭、 回归社
会，是我们救助的最终目的。 ”付

红波向记者表示。

科技点亮回家路

据了解，针对滞留在救助站
超过 3 个月的受助人，朝阳救助
站综合运用人工问询、DNA 比
对、人脸识别、“互联网+”等方式
为其寻亲，自 2019 年来已累计帮
助 21 名长期滞留人员（滞留在救
助站平均长达 108 个月） 成功寻
亲返乡， 其中有 17 人通过 AI 人
脸识别技术成功寻亲。

2020年 4月 24日，朝阳区救
助站巡视小组发现一名老年女
性。该流浪人员拒绝交流，巡视小
组一直无法得到任何身份信息。
长时间劝导无果后， 巡视小组将
此人带至救助站提供救助， 同时
通过全国救助寻亲网录入信息。
2021年 8月 1日晚， 工作人员在
日常各类寻亲平台浏览信息时发
现了这起案例，并进行比对，结果
高度相似。 后经家属反馈，此人就
是其失散 10年之久的母亲。

2021 年 8 月 4 日，受助人的
三个女儿来到救助站认领母亲。
经询问得知，老人原籍为山西太
原，2011 年在朝阳区走失。 时隔
十年一家人终于团聚。

付红波回忆起这起寻亲案例
时颇有感触：“我们在民政救助寻
亲网录入人脸信息后，通过百度所
提供的 AI 人脸识别系统一经比
对， 属地公安局的电话就打过来
了，这个速度是我们没想到的。 这
位老人走失近十年，我们在经过两
年多信息采集、DNA 比对无果的
情况下，借助百度人脸识别技术寻
亲成功了。老人找回了失散多年的
家庭，她和家人都是幸运的。 ”

制定 《规范 》，逐步实现救
助寻亲工作标准化

得益于寻人技术的运用，政

府救助工作的标准化程度也在
不断取得新成效。

近日， 由全国社会救助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简称标委
会）、百度共同主导的《城市生
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信息发布
规范》 正在制定中， 拟将对照
片、视频、文本等救助信息的发
布进行统一规范。

当代社会服务研究院院长
（标委会副秘书长） 赵海然向记
者介绍，目前网络上受助人群信
息化的发布渠道是零乱的，标委
会将与百度共同制定其中最基
础性的、支撑性的、框架性的信
息发布规范。 这个规范通过信息
化的手段确保受助人员信息的
发布更为清晰有效，不仅有助于
让信息更有效地流转，如互联网
用户扫描二维码后可以迅速地
找到信息发布者， 方便各方接
洽；同时也能提高公众对受助人
员人权和隐私权的尊重。

“整体来看，规范的制定除
了可以提高寻人效率， 给 AI 寻
人等技术提供更优质的数据；也
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协同作用，
如互联网平台的作用、媒体的价
值等。 ”赵海然表示，“我们国家
一共有 1500 多个救助站，大家都
在逐步形成一个标准化工作流
程，解决目前救助寻亲工作中的
突出问题和困难，带动全网全社
会积极参与救助管理工作。 ”

AI，也是爱，技术赋能让救
助管理更高效

作为《城市生活无着人员救
助管理信息发布规范》制定的唯
一企业合作方，百度早在 2016 年
就与民政部合作推出“百度寻
人” 公益互动开放寻人平台，用
户只需在平台上传一张照片，即
可一键与全国各地救助站及宝
贝回家等公益寻人平台登记的

数万名走失人员进行实时比对。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百

度 AI 寻人平台已帮助超 12399
个家庭重新团聚。 其中，有不少
成功案例失散超过 20 年甚至 30
年以上，背后正是科技在提供强
大的保障。 百度在中国 AI 领域
与视觉相关的专利有 3000 件，其
中有 48 项运用于 AI 寻人的专利
技术， 主要涉及跨年龄比对、图
像质量增强、 戴口罩人脸识别、
低质量人脸识别、人脸数据生成
等方面。

百度深耕 AI 寻人技术多年，
既有核心技术，也理解 AI 寻人场
景的需求。 百度利用自己的技术
能力参与民政部《城市生活无着

人员救助管理信息发布规范》的
制定， 旨在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
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技化。

救助寻亲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全面
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 ,不
能有人掉队。 救助管理工作就是
在完善兜底救助体系，加快缩小
社会救助的城乡标准差异，逐步
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兜
住基本生活底线。 高质量、高效
率推进救助管理工作，更好地为
弱势群体服务，发挥好“托底线”
的作用。 （胡彬）

张军宏，走失八个月
北京昌平救助站

翟喜妹，走失十一年
北京丰台区福利院

赵刚，走失三年八个月
安徽宿州救助站

黄情恋，走失两年
广州救助站市区分站

颜学菊，走失九年
山东济宁市救助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