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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足球公益基金启动
� � 1 月 9 日， 由中社社会工作
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中社社会工
作发展基金会足球公益基金揭
牌暨‘中国社区足球联赛’启动
仪式”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
行。 来自有关部委的业务指导单
位、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
委会、中国足协、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社区工作委员会和社区
服务业委员会、北京市社区服务
中心、足球界前国家队著名运动
员、社区足球队队员以及社会各
界约 150 多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那么，这支足球公益基金的
设立有什么意义呢？

据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
会足球公益基金（以下简称中社
足球公益基金）执行主任兼秘书
长童军介绍，中社足球公益基金
的任务就是充分发挥公益平台
的作用，把国内外各领域关心和
支持中国足球发展的公益力量
汇集在一起，通过开展社区足球
运动等多种形式，推动中国足球
改革目标的实现，提升全民体育
素质。 同时，中社足球公益基金
也将积极开展同国内外基金会

之间的合作，组织一切有利于中
国足球发展的交流活动。 这也是
这位前足球运动员、现在的成功
企业家发起足球公益基金的初
衷。

“中国社区足球联赛”是这
支新成立的足球公益基金开展
的第一个项目。“我国拥有庞大
的社区足球人口，如果将这些人
组织起来进行正规化、系统化训
练和比赛，对提高整体足球水平
的作用不言而喻。 ”中社社会工
作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赵蓬奇说，
广大业余足球爱好者参与正规
化比赛活动的需求十分强烈，而
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充
分覆盖社区业余足球领域的情
况下，社会公益组织应承担起这
一责任，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
会把足球和社区结合起来，动员
和链接相关资源，可成为推动社
区足球运动的重要社会力量。 他
表示，以社区为单位开展足球联
赛，能够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促进足球运动的普及和开
展，而将社区社会工作与发展足
球事业有机结合，也是基金会探

索创新的一条新路径。
赵蓬奇介绍说，中社足球公

益基金成立后将充分发挥公益
慈善平台的作用，运用社会工作
的理念和方法，组织发挥专业社
工和志愿者等各方面的社会力
量，同时将社会工作与专业足球
运动相结合，推动我国足球事业
发展，在全社会形成健康的足球
文化。

前国家著名足球运动员李
金羽认为，足球公益基金的成立
能为更多的足球爱好者提供机
会和平台，社区足球联赛能够将
足球运动推广到全社会当中，让
足球运动深入普通人的生活，也
能够为贫困偏远山区的孩子提
供机会，让他们参与到足球运动
中去，通过足球运动收获快乐和
健康。

作为一项全民性的运动，足
球事业的发展不仅是政府的责
任，更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将社
区足球作为切入点、发展社区足
球文化将成为发展全民参与热
情、不断扩大足球人口的有效形
式。 与会者认为，发展好中国社

区足球事业应包含三股力量：一
是传媒的力量，媒体有责任和义
务成为足球事业改革和发展的
强大靠山； 二是企业的力量，中
国足球应借助企业的力量，壮大
足球公益基金，发展社区足球文
化；三是传承的力量，应通过每
一个人的努力， 从社区起步，共
同振兴中国足球。

中社足球公益基金是在中
国足球改革发展大背景下设立
的足球公益平台， 基金启动的

“中国社区足球联赛” 将全面深
入地开展社区足球运动，是继全
社会重视和开展校园足球之后，
在推动社会足球发展上的又一
次创举，也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
中的一次创新。 （皮磊）

� � 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首任理事长徐瑞新， 中社足球公益基
金秘书长童军为中社足球公益基金揭牌。

� � 1 月 16 日，由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 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
会、广州市妇女联合会、南京中
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美体事业
部和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共同
主办的“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
动”安全自护嘉年华广州站活动
正式启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秘书长朱锡生，中脉道和公益基
金会主席周希俭等领导和嘉宾
出席活动。

在模拟烟道逃生、自行车模
拟安全体验现场家长与孩子参
与互动体验游戏，通力合作完成
亲子闯关游戏，在欢声笑语中习
得安全自护的知识与技能。安全
自护嘉年华广州站活动设立 3
大主题 13 个安全体验项目，面
向大众免费开放，旨在通过生动
有趣的互动游戏、新颖别致的设
备设施向更多儿童少年普及安
全知识， 提高安全应急能力，以
游戏等寓教于乐的方式鼓励孩
子和家长们学习掌握自护自救
知识和技能，在健康成长之路上
远离伤害。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
朱锡生表示， 儿童少年是国家的
希望、民族的未来，安全教育任重
道远，举政府、社会爱心企业之力
支持推动安全教育工作， 将为更
多孩子带来福音。“中脉青少年安
全守护行动”开展一年多来，已完
成了 20间安全体验教室的捐建，
并举办了系列安全教育进社区和
进校园体验活动， 约 8万人次儿
童从中受益，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期
待“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动”的
持续开展， 促进更多的儿童少年

全面提升安全应急综合素质，为
广大儿童少年创造良好的安全健
康成长环境。

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主席
周希俭在启动仪式上提到，中
脉道和公益基金会围绕“一老
一小一发展” 三大主题开展业
务，致力于推动儿童、老年人、
社会发展领域公益事业的发
展。“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
动” 是基金会儿童领域项目重
要的一部分， 希望通过安全体
验教室的建设、 安全课程的开
设为青少年营造一个轻松学习
安全自护知识与技能的环境，
为保护广大青少年健康安全成
长、 保护更多家庭的快乐幸福
而努力。“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
行动” 在汲取一年来成功实施
经验的基础上， 创新性地开展
安全自护嘉年华活动， 将安全
知识融会贯通、寓教于乐，携手
全社会爱心之力， 为更多家庭
创造“幸福梦”。

据中脉科技美体事业部业
务总裁邱伟杰介绍， 在 2015—
2016 年，中脉科技美体事业部将
继续大力支持“中脉青少年安全
守护行动”，捐建 15 间安全体验
教室 ,“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
动”安全自护嘉年华活动已分别
在南京、广州等地举办，并将于 4
月走进福州，开展青少年儿童安
全自护知识传播以及教导，促进
更多的儿童少年全面提升安全
应急综合素质，影响和带动社会
各界关注儿童安全、关心儿童健
康，为儿童的安全健康成长营造
更好的社会氛围。

（徐辉）

1 月 13 日， 好未来与滴滴
出行正式达成战略合作， 好未
来旗下学而思网校向滴滴出行
出租车事业部赠送价值 3000
万元的优质课程用于滴滴出租
车司机子女公益助学计划，滴
滴出行则开放线上线下相关资
源推介好未来优质的教育资源
和创新的教育理念， 迈出双方
合作的第一步。 这预示着以“优
质教学资源和互联网技术”为
代表的教育平台与以“共享思
维与大数据计算” 为代表的互
联网企业之间开启跨界整合。

据了解，好未来公益基金会
“教育共享计划”以“帮助更多人
平等享受教育资源” 为宗旨，将
集合好未来生态链中在基础教
育领域卓越的教学、教研资源和
在互联网教育方面的创新能力，
通过教育资源共享的方式，联合
教育公益联盟、公益机构、有社
会担当的公众企业等一起从教
育创新、教育公平、行业推动三
个层面促进教育公益事业的发
展，为广大学生和家长带来优质

的教育资源。
活动当天双方发布的《2016

年出租车司机子女教育状况调
查报告》显示，每当学生放学以
及周末辅导机构上下课时，也
是出租车司机最忙碌的时候，
只有 8%的司机可以在空余时
间辅导子女功课。对此，95.5%的
司机表示愿意接受来自教育机
构的帮助，其中，36.5%的司机家
长期待专业、免费教育资源，帮
自己和家庭圆梦。

“滴滴出行是共享经济代
表， 好未来拥有积淀多年的教
学资源， 本次合作旨在打破行
业边界，把‘优质共享’的理念
传递给更多群体， 让更多孩子
体验到最新的在线教育课程与
服务。 ”好未来联合创始人兼学
而思总裁白云峰透露， 好未来
正在构建教育开放系统， 将会
逐步开放旗下优质资源。

“与好未来推出司机子女
公益助学计划， 旨在帮助常年
在外奔波的出租车司机， 更便
捷地为子女获取优质教育资

源。 ”滴滴出行战略副总裁、出
租车事业部总经理朱景士表
示，选择与好未来合作，主要看
重它在 K12 领域（基础教育阶
段）多年积累的口碑和品质。 他
希望未来滴滴出行与好未来继
续加强合作，深化资源融合。

创立 8 年的学而思网校，目
前在线学习用户已超过 200 万。
据悉，此次向滴滴出租车司机发
放的跨时半年的课程，覆盖了小
学、初中、高中阶段所有网校现
有科目的专题课程，供其子女使
用。学而思网校总经理陈宁昱表
示，作为 K12领域的领军在线教
育品牌，他们希望把学而思网校
在教育科技领域多年的创新成
果分享给出租车子女群体。

“互联网在教育领域的运
用，令教育有了飞跃式发展。 本
次好未来与滴滴的合作促成了
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项目，运用

‘教育+互联网’的优势实现了对
特定群体的帮助，体现了公平且
公益的模式。 ”对于好未来与滴
滴的合作，国务院参事、友成基
金会理事长汤敏如是评价。

此举也获得了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
云晓的认同，“家庭教育在少年
儿童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现
代教育与互联网的融合， 可以
为忙碌的父母提供很多帮助。 ”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看来， 好的教育是

“教育＋互联网” 而不是“互联
网＋教育”，教育是目的，互联网
是工具，用互联网改善教育，而
非为互联网而教育， 才能是互
联网时代教育产业发展的正确
方向。

（李庆）

中脉体验式儿童安全自护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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