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ESEC:连接全世界的青年志愿者
热心公益事业的你，有没有

想过到国外去做志愿者？ 比如去
印度帮助农村社区发展，去埃及
支教传授英语学习经验，去俄罗
斯组织青少年权利讨论会……

或者在实施公益项目的时
候，你有没有想过招募一些外国
志愿者参与？

这一切皆有可能！

去俄罗斯还是埃及？

11 月 29 日晚上， 北京大学
的一个咖啡馆内，几十位大学生
正在热热闹闹地讨论去哪个国
家做志愿者。 PPT 上逐个显示着
不同国家的志愿项目。

俄罗斯：参与融入俄罗斯文
化的培训、设计关于理财素养的
互动性训练、向不同年龄段的学
生授课、和学生们一起设计个人
理财计划、（回中国后）分享在俄
罗斯的经历。

埃及： 教埃及小孩子们英
语，要求最好有教学经验。

曾经有过实地实习经验的
介绍者逐一诸如语言、 签证、项
目、费用等各种问题。

组织这一活动的是 AIESEC
北京大学分会。 AIESEC 即国际
经济学商学学生会，是由学生和
高等院校的近期毕业生负责运
行的全球独立的非政治性的不
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

从 2002 年开始，已经有超过
10,000 名 中 国 大 学 生 通 过
AIESEC 去到 80 多个不同国家
和地区参与海外志愿者项目。

据 AIESEC 北京大学分会工

作人员胡俊杰介绍，目前分会共
有正式成员 40 人。 在校园，一直
努力地通过国际志愿者项目及
国际实习生交流项目切实为学
校培养国际化的人才。

北京大学的 Leo， 在 2013
年的夏天， 前往了肯尼亚蒙巴
萨， 为当地一个致力于解决艾
滋病相关社会问题的公益组织
工作了 42 天。 期间，她与来自
波兰、澳大利亚、韩国、德国、英
国等国家的志愿者一同工作，
以努力解决当地艾滋病女性患
者的就业、食品供应、就医、子
女教育等问题， 同时还为当地
众多因经济原因辍学的孩子提
供援助。

而今年，AIESEC 为志愿者
们提供了 2000 多个志愿及实习
项目。 很多志愿服务项目还可以
提供在当地的食宿。

有志于海外志愿服务的大
学生，可以在线上注册查看项目
信息， 然后进行申请。 本校的
AIESEC 分会会进行第一轮面
试，分会还会帮助申请者联系对
方分会的人员， 进行第二轮面
试。

学校分会的工作人员还会
帮助申请者一起解决签证、机票
等各种问题。

招募国外志愿者，so easy!

在胡俊杰为招募前往海外
的中国志愿者的同时，北京外国
语大学的 AIESEC 分会的宫歆兮
正忙着为自己的公益项目招募
国外志愿者。

项目的名称叫做“与你童
在”， 是一个自闭症儿童关爱项
目。 项目将招募 6 到 10 个不同
国家的具有自闭症专业知识的
优秀外国志愿者，6 到 10 个优秀
中国大学生志愿者，4 个项目组
织者，在自闭症儿童中心开展冬
令营活动，还将开展“世界拥抱
星星” 关爱自闭症儿童拥抱征
集。

为了这个项目， 宫歆兮从 9
月就开始忙起。“每年下半年，我
所在的是分会的入境部门，我们
都会策划公益项目。“

当然，这些公益项目并不是
有分会单独实施。“我们会和公
益组织合作，这样更能取得实际
效果。 ”宫歆兮表示。“与你童在”
项目就是与民非机构北京风信
子儿童关爱中心合作进行的。

AIESEC 鼓励企业成为公益
合作伙伴，共同创立企业社会责

任项目；也希望与学校或者非政
府组织合作，它将帮住招募国际
志愿者，以建设更好的学校与社
区。

而这些公益项目会通过
AIESEC 系统上传， 然后通过国
外的 AIESEC 分会向志愿者推
广，通过他们宫歆兮将与国外志
愿者建立联系， 并通过视频面
试，最终确定志愿者。

“目前，志愿者招募已经到
了收尾阶段。 10 名国内志愿者已
经招募完成，境外志愿者也已经
确定了来自不同国家的 6 名申
请者。“宫歆兮表示。

一个跨越 126
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

作为年轻的大学生， 胡俊
杰、宫歆兮们之所以可以操作国
际志愿者之间的交流， 离不开

AIESEC 的庞大网络。
自 1948 年成立以来， 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AIESEC 已经在
全世界拥有 126 个青年运营的
成员分会，并且全部由在校高等
学院学生或应届毕业生管理运
营。 秉承着“从学生中来，到学生
中去”的理念，AIESEC 全球团队
领袖每年由成员严格投票选举
产生。

由青年人领导，为青年人服
务。 AIESEC 不仅提供境外志愿
服务机会，还提供给青年大学生
参与跨国商业实习/文化交流、
实践性领导力岗位锻炼以及全
球学习平台的机会。 目前已有超
过 1,000,000 位青年人通过参与
体验 AIESEC 而获得发展。

2002 年，AIESEC 中国大陆
区成立， 全国总会负责协调管
理组织在全国方面的运行，支
持地区分会的发展， 管理全球
及全国层面的组织发展方向与
战略。

建立在各个高校的分会则
负责具体发项目。 目前，AIESEC
在中国的足迹扩展到了几十个
个城市，为超过 200 所高校的学
生提供机会，许多一流高校包括
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中山、浙
大等等共 30 多所大学都设有
AIESEC 分会。

分会一般分为出境和入境
两个方向。“AIESEC 北京大学分
会目前共有九大部门，分别是出
境实习、出境志愿者、入境实习、
入境志愿者四大工作部门，以及
人事、财务、营销、内联、外联五
个支持部门。 ”胡俊杰表示。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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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润公益基金会成立 致力科学人才培养
2015东润丘成桐科学奖在清华大学颁出
� � 12 月 12 日，被誉为中国“英
特尔科学天才奖”的东润丘成桐
科学奖在清华大学揭晓，东润公
益基金会同时宣告成立。

东润丘成桐科学奖联合主办
人、 国际著名华人数学大师丘成
桐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希望东润
丘成桐科学奖能够不断壮大，能
够深入到最好的学校去， 能够发
挥学生们的所长， 慢慢地将中国
的科学教育和世界接轨。 ”

八年坚持 发掘科学人才

东润丘成桐科学奖由丘成
桐教授和东润公益基金会联合
主办，这一奖项最早起源于七年
前的丘成桐中学数学奖。

2008年， 为了推进中学科学
的发展， 激发和提升全球华人中
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创新能
力， 发现和培养有前途的年轻科
学天才， 丘成桐与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联合
发起设立了丘成桐中学数学奖。

自设立以来，每年均有来自
海内外近两百所中学的四百多
支队伍报名参赛。

2013 年，丘成桐中学物理奖
启动，与丘成桐中学数学奖正式
合并成为丘成桐中学科学奖。

参赛者自主选择研究题目
进行研究。 没有试卷，也没有标
准答案，参赛者以提交研究报告
的形式参与竞赛。

主办方会邀请包括诺贝尔
奖获得者在内的各国科学家作
为评委。

最终评出金银铜及优胜奖，
分别奖励 15 万元、10 万元、6 万
元、3 万元。

获奖的中学生中先后有 21
位经推荐进入哈佛、 麻省理工、
普林斯顿、 斯坦福等国际名校，
一批获奖学生被保送到清华、北
大等国内名校深造。

成立基金会 专业化发展

随着规模的扩大， 如何制度

化、专业化发展成为发起各方思考
的重点，东润公益基金会应运而生。

8 月 19 日，由泰康人寿发起
设立的东润公益基金会在民政
部登记注册成立。 孔东梅担任东
润基金会理事长， 丘成桐教授、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杨乐等
知名专家担任基金会理事。

对于这样一家全国性非公
募基金会的成立，民政部党组成
员、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
表示， 这样的基金会太少了，希
望出现更多的致力于创新能力、
人才培养的基金会。

丘成桐中学科学奖也因此
更名为“东润丘成桐科学奖”。 陈
东升表示：“做任何事都贵在坚
持， 丘成桐科学奖已经八年了，
每一步都走得扎实，现在是到了
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期待东润公
益基金会把丘成桐科学奖办成
专业化、制度化、国际化的中学
生科技奖项。 ”

“东润公益基金会希望在各
方的努力下， 真正推动青少年热
爱科学、热爱基础研究，为国家培
养更多未来能够问鼎诺贝尔科学
奖的成功科学家和理论工作者。 ”
东润基金会理事长孔东梅强调。

国际视野 致力基础科学创新

重新出发的东润丘成桐科
学奖呈现出更加国际化的面貌。

来自海内外 254 所中学的
759 支队伍报名参加了今年的评
奖， 其中 13 支参赛队伍来自美
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

“看到许多同学愿意花好几
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来准备比
赛，我非常高兴。这是他们自动自
发地去寻找课题， 花很多时间来
钻研， 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探索
科学的奥秘。 ”丘成桐强调。

国内外百余名学者参与了
数学奖和物理奖的辅导及评审
工作。 丘成桐教授、麻省理工大
学物理系主任 Peter Fisher 等

二十位著名数学家与物理学家，
担任决赛评委。

经过 12 月 11 日至 12 日两
天封闭式面对面的交流和答辩，
最终评选出本届东润丘成桐科
学奖获奖名单。 来自华东师范大
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刘臻化获得
本届东润丘成桐科学奖（数学）
金奖。 来自广州第六中学的贾
粤、雷震宇、梁燕琳获得本届东
润丘成桐科学奖（物理）金奖。

组委会还邀请了日本东北
大学原子分子材料科学高等研
究院院长、日本数学学会会长小
谷元子教授和麻省理工大学物
理系主任彼得·费希尔教授为参
赛学生以及来自清华及其他高
校的师生机作了专题演讲。

对此，陈旭表示：“衷心希望
东润丘成桐科学奖的框架能够
逐步扩大和完善，进一步建立起
中学生、中学教师和国际知名科
学家之间的联系，为培养中学生
的科研创新能力提供更好的环
境。 ”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