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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丽友五年耕耘，助力青年公益实践
金秋十月，在历经近八个月

的角逐后，19 日，随着两个“行动
之星”奖的诞生，由好丽友食品
有限公司、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北
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
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联合
发起的第五届好丽友公益梦想
实践大赛， 结束了一年的征程，
正式落下了帷幕。

今年，大赛硕果累累，在项
目申报上创下历史新高：累计收
到全国 158 所高校的 721 个报名
项目，发掘公益梦想 6423 个，吸
引近 20 万名大学生关注并参与
到公益实践大赛中，影响人数超
过百万。 不仅如此，还通过暑期
实践、台湾行、成果汇报等活动
帮助同学们开拓了公益视野，增
强了实践能力。

这不仅是一场青年公益实
践之旅，也是好丽友助力青年公
益路上一个坚实的脚印。

关注青年成长
培育公益生力军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2015 年
度大学生公益现状调查报告》显

示，如今，大学生公益热情高涨，
调查中 35%的大学生明确表示有
意愿在毕业后从事公益工作。 除
了饱含公益热情外， 近年来，青
年大学生参加公益活动的规模
也在逐年扩大，发起的公益项目
越来越贴近社会需求，对公益项
目的把控能力也不断提高。

然而，在大学生公益活动的
组织中，公益机构、企业等校外
社会力量参与明显不足。 数据显
示，大学生通过公益机构、政府、
企业参与公益活动的占比分别
为 18%、3%和 1%。 当学校的教育
满足不了青年的社会公益梦想，
校外公益力量的投入也不足时，
缺乏经验和资金等支持的青年
公益就会受到限制。

基于此，好丽友于 2012 年
起举办好丽友公益梦想实践大
赛， 旨在为大学生公益项目提
供智力和资金支持， 从而推动
青年公益事业的发展。 不同于
直接资助帮扶对象的公益模
式， 好丽友通过大赛指导和帮
助大学生在公益领域的实践的
方式，间接帮助弱势群体，推动
社会问题的解决。

在大赛各阶段的评选中，同
学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公益
梦想，专家老师也会全程针对同
学们的项目规划、实践及未来发
展提供建议，专业培训机构的引
入更是大大提升了同学们对项
目管理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帮助
同学们不断提高公益项目设计
和实施的能力，助力青年学子的
成长。

五年中，在大赛平台上涌现
了许多极具创新性和可持续性
的公益项目。 他们在大赛专家评
审的指点和组委会资金支持下，
出色地完成了公益实践，切实解
决了社会问题。 以获得本届大赛

“行动之星” 奖的陕西科技大学
“情系陕北水窖，科技改善民生”
项目团队为例，同学们利用学科
知识，为当地农村安装简便的生
物慢滤净水器，并通过“爱水课
堂”培训当地村民，提高当地居
民的饮水及用水知识。 在根据决
赛专家建议修正实践方案后，展
开暑期实践，共安装生物慢滤净
水器 200 台，通过“爱水课堂”直
接培训村民 1000 余人，间接受益
人数达 10000 人。

注重梦想实践
提升综合能力

除了缺少社会力量支持外，
青年公益事业面临的另一亟待解
决的问题， 就是项目大多还停留
在方案规划层面， 只有少数项目
孵化和组织孵化的成功案例。 因
此我国大学生在公益项目的实践
和创新上，迫切需要社会、企业和
公益界人士的引导与支持。

社会公益实践有助于青年
学生的项目管理等综合能力的
提升。 通过实践，同学们将公益

项目方案付诸于实际行动，在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不仅提高了团结协作的
意识和社会活动的能力，也对公
益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因此， 大赛以“I AM 行动
派”为大赛口号，重视暑期实践
的环节，在赛制和流程上也进行
了严格的把控，以确保同学们都
能保质保量完成实践。 大赛设置
了双奖项、双评比的赛制，即在
决出金、银奖团队的全国总决赛
之外，还特别设置了“行动之星”
评选的成果汇报会。 汇报会设置
在 10 月，参赛团队想角逐“行动
之星”， 就要在暑期完成项目实
践，并按照组委会要求的具体格
式提交实践报告。 成果汇报会专
家评审，会根据项目完成程度进
行评选。 这种赛事设置，就保障
了同学们暑期实践的完成率。 同
时，决赛和成果汇报会的专家建
议，让同学们项目设计和实施两
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此外，大赛连续四年开展了
台湾行活动，带领优秀的公益青
年赴台参访，并邀请台湾热衷公
益事业的大学生一起，近距离观
摩学习台湾公益组织的发展模
式和创新实践，为同学们开拓了

公益视野。 两岸青年公益领袖的
交流互动，更是碰撞出新的公益
灵感，为日后的公益实践打开了
新的局面。

自 2012 年起，五年来，好丽
友公益梦想大赛的形式不断创
新，专家评审团队及赛制也越来
越完善。 五届大赛共收到全国超
过 200 所高校的 2446 个报名项
目，影响了全国 30 个省市区，覆
盖人数超过百万。 五年路漫漫，
总结过往，好丽友公益梦想实践
大赛帮助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
青年公益领袖完成梦想。 未来，
好丽友将持续关注中国青年公
益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公益源源
不断的输入新鲜血液，以青年地

“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公益之路永不止步。

据悉，公益大赛只是好丽友
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
好丽友一直将企业社会责任看
作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构成，秉承

“好丽友，好朋友”理念，在公众
健康、青少年发展、与环境共生
等方面开展具有社会价值与意
义的公益项目，携手员工、业务
合作伙伴、消费者以及所在的社
区，创造共享价值，实现可持续
发展。 （苏漪）

2016 年 11 月 6 日，由珍·
古道尔（北京）环境文化交流
中心主办，康菲石油中国有限
公司、北京市金鼎轩公益基金
会以及雪佛龙中国能源公司
支持的 2016 根与芽中国峰会
在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举
办。 来自全国各地根与芽小组
的五百多名学生以及教育界、
企业、环保公益机构的代表共
一千余人与根与芽创始人、享
誉世界的动物学家、联合国和
平使者珍·古道尔博士欢聚一
堂，分享绿色小创客们的环保
成就。

一年一度的根与芽峰会是
根与芽北京办公室专门为活跃
于各校根与芽小组的学生和指
导教师组织的大联欢。 今年峰
会的主题是“绿色青春志”。 学
生们像往年一样， 用展台展示
自己的团队在过去一年中为改
善环境做出的小“创举”；同时，
获得根与芽小组成就奖的优秀

团队在舞台上向观众们分享了
自己的获奖项目和作为芽儿的
内心感悟。

值得一提的是， 动物嘉年
华六年后再次出现在根与芽峰
会现场。 今年的动物嘉年华由
互动工作坊和动物市集两部分
构成。 在工作坊里，根与芽北京
办公室在向参与者传递正确的
动物信息的同时， 带领八十多
名志愿者用废旧包装纸盒制作
动物模型、面具，寓教于乐。 动
物市集则是带着小朋友们用诸
如易拉罐环、 衣服夹子等废旧
生活用品做成动物形状小饰物
用于展示。

最后， 珍·古道尔博士的
演讲将整个峰会推向高潮。今
年正值全球根与芽成立 25 周
年，古道尔博士以她独有的安
静的力量激励每一位年轻人
一起努力建立一个更美好更
持久的世界。

（高文兴 ）

2016根与芽中国峰会在北京召开
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再访中国

� 作为珍·古道尔研究会下专注
于青少年环境教育的项目，根与芽
自 1994 年被引入到中国， 旨在教
育青少年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鼓
励他们为环境、动物和社区行动起
来。 项目对象主要为小学至大学的

学生群体。 根与芽在北京、上海和
成都建立了三个办公室，目前已经
进入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一
千多所学校，培训教师累计超过一
万人次， 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少
年， 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鼓
励他们去改善环境。

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北京办

公室开展的项目致力于在关心环
境、关爱动物、关怀社区三个核心
领域建立可持续的影响， 为不同
年龄段的参与者设计特殊的学习
内容及参与方式。 每个子项目在
设计、 执行和评估过程中始终考
虑到目标人群的意识 、 知识 、态
度、技能、行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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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古道尔博士与获得成就奖的学生教师合影

2016 年台湾行活动

陕西科技大学“陕北水窖”团队为村民讲解净水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