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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基金：公益创新开拓者

� � “嫉妒是很正常的感觉，每
个人都会有。 ”天津市河东区第
二幼儿园的老师在上《比比和朋
友》课程时告诉孩子们。 在《比比
和朋友》课程上，孩子们会分享
竹节虫“比比”以及朋友之间发
生的各种故事， 并通过讨论、绘
画、角色扮演等方式，学习如何
面对和处理愤怒、悲伤等情绪及
结交朋友、应对欺凌、处理冲突
等社会性问题。

提升幼儿社会性能力

《比比和朋友》课程是“比比
和朋友”幼儿情绪与人际能力项
目的一部分。 10 月 11 日，该项目
在天津正式启动。 据汇丰银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比比和朋友》课
程在 27 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推
进，并在上海、北京地区成功推
广后，终于来到天津。

“《比比和朋友》课程承认各
种情绪都是正常的，例如嫉妒和
愤怒，关键让幼儿明白怎么面对
和处理这种情绪，同时不伤害别

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
教育中心研究员刘占兰表示。

“比比和朋友”项目属于提
升幼教水平、 提高幼儿情绪管
理能力的公益项目。 由汇丰银
行慈善基金资助， 项目内容由

中央教科所与英国慈善机构
“儿童好拍档”、 香港教育学院
三方合作开发。

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促进 5—6
岁幼儿情绪识别和应对负面情绪
的能力，提升幼儿的社会性能力。

8 年投入 1000 多万元

据了解， 天津项目为期两
年， 第一阶段试点工作在 30 所
示范性幼儿园中进行，2013 年开

始在全市各类型幼儿园中推广，
将有 400 多名教师、10000 名儿
童以及家长受益。

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将和
孩子们一样经历学习识别和表
达情绪情感、获得应对各种情绪
与社会性问题的能力的过程；同
时，也促使教师学会观察孩子和
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给孩子以
情感和心理上的支持与帮助。

至于为何将项目选择在北
京、上海、天津这类大城市，汇丰
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几个城
市教育资源较为丰富，今后不排
除将项目推向中西部地区以及
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

汇丰银行从 2004 年开始，共
投入 1000 多万元， 资助香港和
内地教育机构开展“比比与朋
友”情商教育项目，希望中国儿
童拥有更健康的情绪和更强的
社会交往能力。 汇丰银行长期支
持内地慈善事业，迄今累计已经
向内地捐赠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用于教育、环保、社会福利等各
个领域。 （徐辉）

汇丰银行资助幼儿情商教育项目
天津“比比和朋友”幼儿情绪与人际能力项目启动

� � 前不久，新湖集团决定，再度
向新湖公益创投基金捐资 1000
万元人民币， 这是新湖集团继
2011 年向爱德基金会捐赠 1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新湖公益创投
基金” 后， 第二次向新湖基金注
资。 新湖基金一年来的突出表现
不仅得到了捐赠方新湖集团的赞
赏，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新湖基金自 2011 年成立以
来，在国内最早成立的、最具影响
力的爱德基金会的策动下，致力于
公益创新和行业健康发展，助推公
益创新， 促进公益行业透明化，探
索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创造多个公益界第一

新湖基金支持的项目在公益
界创造了多个第一， 填补了多项
空白： 第一个长江源水生态保护
站，第一家基金会服务园，第一份
基金会独立研究报告……

在海拔 4500 多米的唐古拉
山镇沱沱河边，一座藏式风格的
环保节能型保护站即将竣工。 这
里将成为第一个以民间组织为
主体的有效保护长江水源地的
示范基地，成为高原牧区环境保
护的教育、实践、研究、交流基
地。 在新湖基金的支持下，位于
上海浦东新区的浦东基金会服
务园于 2011 年下半年完成装修
工作，上海仁德基金会、能进基
金会、慈慧基金会等多家基金会
和研究机构已经顺利入驻。 此
外，在新湖基金的支持下，《中国
基 金 会 发 展 独 立 研 究 报 告
（2011）》 中文版已于 2011 年 7
月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基金会
研究领域的空白。

探索可持续公益

怎样实现公益机构能力提
升， 用可持续的方式解决部分社
会需求并加强社区的建设， 一直
是新湖基金思考的重点之一。

新湖基金于 2011 年设立了
新湖社会企业创新奖， 支持优秀
的社会企业方案。 经过半年的层
层选拔，5 个优秀方案从 101 份
参赛方案中脱颖而出。 获奖方案
包括大学生求职旅社、 公益文化
推广、听力障碍儿童救助、养殖合
作社和空巢老人关爱。 这些方案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舍弃了
接受资助做公益的传统模式，开
始尝试用市场化运作手段实现公
益梦想，实现公益的可持续发展。

践行透明公益

透明是公益的生命线。 新
湖基金成立了独立的管理委员
会， 制定了完善的基金管理办
法。 基金管委会定期组织专家
对每一个申请项目进行严格评
审。 各项目执行机构不仅要接
受定期和不定期的项目进度和
财务检查， 还需要向管委会定
期提交季度、 半年度和年度进
度报告，项目结束以后，还需要
提交审计报告和项目完工报
告。 同时，管委会将组织专家对
项目进行评估。

新湖基金是知名企业和知名
基金会强强合作的成功范例。 成
立 18年来，新湖集团以“财富共享
才最有价值”为核心理念，在不断
壮大自身实力的同时， 无私回报
社会。 （郭睿）

� � 近日，北京派特罗尔油田服
务股份公司向中国盲人协会捐
赠 80万元， 用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白
内障患者复明手术公益项目。

据了解， 项目拟于今年 11
月份举行启动仪式。由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
州残联负责实施。该项目分为手

术登记、术前筛查、实施手术、术
后随访、 资料收集等 5步开展，
计划在 1年内完成全部工作。

北京派特罗尔油田服务股
份公司是一家集石油钻井工程
施工、钻井工程技术服务等于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企业发展
过程中，公司始终坚持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并重的理念，并积极

投身公益事业。 曾荣获 2011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长型企
业”，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2011
年“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等称号。
此次赞助的“爱心助盲———白内
障复明手术项目”将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
州的 460 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复
明手术。 （徐辉）

作为食用油行业的领军品
牌，10 月 15 日， 中粮福临门在
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福临门助学
基金发放仪式。 现场 20 名人大
贫困新生将获得首年全额学费
资助， 中粮福临门助学基金后
续还将提供专业培训和社会实
践计划。 此举标志着中粮福临
门助学基金在全国 15 所高校
的发放工作全面展开，首期 300

余名贫困生因此受益。
据悉，从 7 月开始，在与中

国人民大学等 15 所高校的多
次交流与相互配合中， 福临门
助学基金得以顺利落实， 实现
了对贫困学子的郑重承诺。 中
国食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栾
秀菊女士表示， 中粮福临门助
学基金作为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的公益平台， 将成为长久支持

教育事业的积极力量。
在未来 13 年的持续运作

下，福临门助学基金将累计捐助
6000 余万元， 覆盖全国上百所
高校，切实解决 12000人次贫困
学子大学学费，实现“保障型资
助”。 同时为贫困学子量身打造
专业的培训和实习机会，为其人
生长远规划奠定夯实的基础，落
实“发展型资助”。 （师彦星）

近日， 伊顿公司在其举办
的可持续发展与能源效率论坛
上， 向中国民促会绿色出行基
金捐赠 10 万元人民币，用于支
持社区环保和低碳教育项目，
倡导公众绿色出行方式， 践行
低碳生活。

伊顿公司中国区总裁尚尔
兵博士表示：“伊顿公司始终坚
持身体力行，积极融入社区，为

营造一个健康绿色的社区环境
出力， 做一个富有社会责任的
企业公民。 事实上，伊顿一直在
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并将其融入日常运营和我们的
产品技术之中， 通过为客户提
供高效节能的解决方案， 帮助
他们降低能耗。 ”

从 2010 年至今，伊顿已经
与中国民促会绿色出行基金会

开展了多次合作。 去年，伊顿中
国 30 多名环保志愿者参与了
植树活动， 认建约 500 平米的

“世博绿色出行林”， 帮助抵消
世博参观者出行造成的碳排
放。 此外， 伊顿还走进小学校
园， 带领小学生开展低碳环保
游戏，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
低碳生活知识。

（张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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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幼儿园的幼儿和老师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