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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凤凰网美丽童行宁波慈善晚宴落幕
共募集善款 1152万元
� � 2017 年 5 月 10 日晚， 由凤
凰网、凤凰卫视主办，中华少年
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华社会
救助基金会、天港公益基金橙计
划联合主办的 2017 凤凰网美丽
童行宁波场慈善晚宴在浙江举
行，通过场外默拍、现场拍卖、定
向捐赠及爱心认捐共四部分募
集善款总额 1152 万元， 善款将
全部用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
助基金会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
会的留守儿童项目。

本次晚宴主题为“温暖成长
路”， 旨在为中国留守儿童汇聚
爱心力量，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
平等享受关爱。 第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中共
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原副
书记贾祥，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沈建国， 以及数百位商界领袖、
演艺明星、文化名人等出席了晚
宴，为爱助力。

凤凰新媒体副总裁兼凤凰
网总编辑邹明出席活动并致辞，
他表示：“我们深知作为媒体需
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公益的路
上，每一步虽然艰难，但我们都
坚定而坚毅，从未想过放弃。 我
们希望为留守儿童谋求一份福
祉，希望大家能伸出一双温暖的
手， 力所能及帮助这些孩子，让
他们也能感受到爱和关怀。 ”

本次美丽童行慈善晚宴的
现场拍卖环节中，印度唐卡作品
《绿度母》和《文殊菩萨》、张继禹
书法作品《上善若水》和《虚极静
笃》及玉雕作品水墨平安扣《忆
江南》和水墨牌《南山幽居》等珍
贵作品均以高价拍出。

天港公益基金橙计划项目
负责人曲影讲述了橙计划的理
念及意义，项目受益人橙长之星
郭中原也在现场讲述了他结缘
天港橙计划的经历，以及橙计划
项目所提供的帮助对其人生的
积极影响。

益童计划也通过本场晚宴
首次公开募款，项目参与者为到
场嘉宾介绍了即将在 5 月末与
首都儿科研究所合作进行的大
凉山医疗行走公益活动。 首都儿
研所将组织多个科室组建一支
医疗志愿者服务队，为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特兹乡的
留守儿童进行大病筛查、建立儿
童体检档案、普及医疗常识讲座
和发放学校匮乏的日常必备药
品等医疗救助。

由凤凰网发起的著名公益

品牌“美丽童行”，自 2011 年起便
与国内各大公益组织联合举办
慈善盛典，通过拍卖筹款的方式
为孩子们汇聚爱心。

到目前为止，已是美丽童行

成功举办慈善晚宴的第七年，累
计募集善款逾 1.1518 亿元。 经过
不断的努力，美丽童行在自身影
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也影响着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王勇）

2017 年 5 月 10 日， 由星
巴克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共同发起的“星巴克外来务工
妇女职业能力培训项目” 在成
都启动， 该项目旨在为需要帮
助的 18 至 28 岁外来务工女性
免费提供短期的职业能力培
训， 通过“求职技巧”“职场礼
仪”“沟通技巧”“权益保障”等
方面课程， 提升她们的综合能
力和个人素质， 藉此增强就业
竞争力。继成都站之后，该项目
还将于北京、 深圳两个城市开
展。

女性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
发展常常为人所忽视， 由于受
自身条件和身份的局限， 作为
社会弱势群体的她们， 面临诸
多的现实问题。 此次星巴克携
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机构
共同开展的外来务工妇女职业
培训，将通过为期两年的培训，
帮助 3000 名来自经济欠发达
地区的外来务工妇女。 不仅可
以提高她们的职业素养和岗位
胜任力， 还能帮助她们拓展更
好的职业发展空间， 让她们和
她们的家庭拥有更稳定的生
活，从而提升家庭幸福指数。

成都站的“星巴克外来务
工妇女职业培训项目” 将针对
成都市外来务工妇女学历水平
低、自我职业定位难、求职技能
不足、就业行业集中、社会保障
覆盖不全面和劳动维权意识较
低等特点， 围绕职业心态类课
程（为自己工作、压力管理）、职
业能力类课程（沟通技巧、面试
求职、时间管理）、职业通识类
课程（职业形象设计、职场法律
常识、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展
开。培训项目将开展 8 期，每期
6 次课，总共 24 个课时，并且
不收取任何费用。

扶助弱势群体是星巴克
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之
一。 一直以来，星巴克始终认
为应当在商业利润和社会责
任之间实现平衡，并希望充分
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实现长
期发展并回馈社会的目标和
承诺。 每期“星巴克外来务工
妇女职业能力培训项目”结束
后， 参与培训的外来务工妇
女，如果符合招聘条件并通过
面试， 还将获得加入星巴克工
作的机会。

（管乐欣）

2017 年 5 月 7 日，敦和基金
会于成立五周年之际在杭州主
办以“倾听与未来”为主题的交
流会，来自慈善、文化等领域的
50 多名专家、学者、公益机构负
责人等在会上开展交流，并对敦
和基金会的资助工作进行建言。

资助额超 3 亿元

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的
敦和基金会是一家资助型基金
会，以“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人类
和谐”为使命，成立以来，一直深
耕于国学传承、慈善文化、公益
支持等领域。

五年来，敦和基金会发起支
持了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中国
公益筹款人联盟、中国基金会发
展论坛、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银
杏基金会等重要行业平台、机构
的成立和发展，策划实施了“种
子基金”“活水计划”“优才计划”

“竹林计划”“敦和雅集”“全球华
人国学大典”及共建北京师范大
学跨文化研究院等品牌项目。

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敦
和基金会共资助项目 370 个，资
助金额达 3.472 亿元。 其中国学
传承项目 71 个、 慈善文化项目
27 个、公益支持项目 272 个。

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秘
书长陈越光将敦和基金会定位
为“支持者和陪伴者”。 在陈越光
看来，敦和基金会主要为合作伙
伴提供三种支持：一种是资金的
支持；另一种是文化和方法论的
支持， 即帮助对方梳理项目、设
计实施步骤，并帮助从文化上理
解项目；第三种是提供社会资源
的支持，包括用传播的力量帮助
项目的推广等。

敦和基金会逐渐成长、壮
实，在资助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
脚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陈
越光也坦承，无论是基金会的管

理水平还是其项目运营，都还欠
火候，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也是
敦和在五周年之际，不以庆典而
以倾听为主题举办交流会的初
衷。 希冀听到更多针对敦和项目
的批评与建议，从而助力敦和今
后的资助工作更聚焦、 更深入、
更高效。 ”陈越光说。

多途径提高效率

对于在未来如何更高效地
进行项目资助，陈越光有着清晰
的规划，他以“敦和种子基金计
划”为例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基
金会将采取的具体措施。

2016 年“敦和种子基金计
划” 评选出了 20 家处于成长期
的公益组织，敦和基金会连续资
助 3 年，支持其发展。 陈越光将
把这 20 个公益组织作为一个整
体来看待， 然后通过这 20 个公
益组织彼此的联系，成为一个群
体，产生互动、共鸣。 敦和基金会
作为这个项目的支持者、 陪伴
者，将一起参与讨论。

除此之外，今后，敦和基金
会将注重平台型项目建设。 比如
敦和基金会和北师大一起共建
的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
今后，敦和基金会将把中国文化
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 交流、
融通这一类的项目纳入这个平
台， 通过一个项目人员来管理，
提高资助效率。

第三个途径是调动资源。 目
前，基金会调动了一批专家志愿
者，他们有公益情怀、经验丰富，
他们的专业、经验与基金会的年
轻团队形成互补，有助于进一步
加强基金会的项目管理力量。

第四个途径是重视技术开
发。 当前，敦和基金会正在开发
数据库建设，今后将用数据库管
理的方式来对原有的项目进行
大数据分析，并根据分析的结果

进行项目决策和管理。
此外，陈越光还希望能更多

地借用第三方评估的模式，以此
来完善项目管理上的不足。

迎接新挑战

在今年初敦和基金会秘书
长的任职演讲上，陈越光首次提
出敦和基金会要做“百年基金
会”。 而想要做成百年基金会，陈
越光认为需要有三个要素：弘善
资本、被文化和信念凝聚的参与
团队和一套科学的工作机制。

在提高基金会资助效率上，
陈越光注重打造科学工作机制，
即通过队伍专业化、 项目平台
化、流程制度化和资源数据库化
等路径实现科学的工作机制。

而谈及“弘善资金”，陈越光
认为关键是未来十年。 敦和基金
会成立五年来，由于捐赠收入大
于资助支出并通过对基金会资
金的增值保值，敦和的自有资金
量扩大 15 倍， 即原始资金从成
立时的 2000 万元增值至现在的
3 亿元。“如果在未来 10 年自有
资金能增长 10 至 15 倍的话，就
解决了敦和基金会要做百年基
金会的资金问题。 ”陈越光说。

带领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
走在通往“百年基金会”的路上，
并且， 这个基金会要以其使命、
内部文化和所做的项目去赢得
尊重和认同， 而非以资助资金，
这对陈越光来说， 也面临着挑
战。 在担任秘书长以前，陈越光
觉得自己投入 60%的精力便足
以做好这个基金会，但真正担任
秘书长后，他才发现并非如此。

“但庆幸的是，我不是孤家
寡人，而是和一个年轻的团队在
一起走。 ”陈越光笑着说，“和他
们一起， 我觉得自己年轻些，这
对于我来说， 是最大的收获。 ”

（徐辉）

关爱外来务工妇女 提供免费职业培训
星巴克助力女性提升竞争力

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秘书长陈越光：
做成“百年基金会”需要三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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