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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以“千年文明兴衰
史” 为主题的第五届量化历史
研究国际年会在古都开封举
行。 会上，国内首家专注于中国
商业文化遗产整理与保护的北
京用友公益基金会发布了“商
的长城”资助项目，将出资 500
万元用于首届优秀中国商业文
化遗产项目的评选与资助。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
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龙登
高教授，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终身
副教授马德斌等百余位国内外
相关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会
议，共同见证了这一重构传统商
业文明的公益项目发布。

用友基金会秘书长李振表
示， 长城是著名的中国文化符
号，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用友基金会将通过在中国商业

文化遗产领域持续的投入与支
持，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新闻
媒体及社会公众关注， 传承中
华民族商业文化， 促进中国商
业文明发展，共同构筑起“商的
长城”。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
代化进程加快， 我国商业文化
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传统
商业文明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
重威胁， 一些重要的中国商业
思想、制度、习俗等文化遗产没
有被很好地记录下来， 一些曾
领先并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的商业技术和工具也没
有被很好地保存。

比如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
明”的算盘，正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及电子计算器被普遍应用，
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已将算盘

正式确定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但是如何将算盘及珠算进
行更有效的记录、保存、展览、传
承，这仍是一个系统、科学的题
目，需要持续关注。

随着近期国办、中办《关于
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的发布，我
国对商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正在加强。 但是由于我国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 而且
缺少对商业文化遗产的专门保
护， 许多重要的商业文化遗产
正在消亡。 在这种形势下，国内
首家专注于中国商业文化遗产
整理及保护的用友公益基金会
应运而生， 它由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捐赠
1000 万元成立， 旨在通过支持
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博物馆建
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
式深入发掘中华民族优秀商业
文化遗产， 全面推动中国商业
文明发展。

据了解，本次“商的长城”
项目将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
评选优秀的中国商业文化遗产
项目进行资助。 它覆盖中国商
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现状与
趋势研究、名录建立、数据库建
设；著名商业活动、人物、思想、
制度、礼仪、工具研究整理等多
个领域与类别， 重点支持偏应
用性、 注重社会化的项目及相
关著作的出版。 （徐辉）

用友基金会出资 500万元筑“商的长城”

2017 年 7 月 13 日至 14 日，
以“信息技术促进 2030 年教育
议程实施” 为主题的 2017 都江
堰国际教育论坛在成都举行。 论
坛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国委员会、 成都市人民政府、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所共同发起。 来自相关领域
的专家学者就未来教育发展趋
势、如何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发
展创新式教育等议题进行了探
讨。 论坛期间，日产（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的公益项目“筑梦课
堂”在教育创新方面的尝试也引
发了人们的关注。

据了解，“筑梦课堂”作为日
产汽车的主要公益项目，整合了
日产（中国）及各合资企业的优
势资源，自 2013 年启动以来，该
项目先后在北京、上海、广东、湖
北、四川、河南、云南、重庆、浙江
等地的 170 余所小学开展系列
教育课程。 考虑到学生的知识水
平等因素，目前该项目主要面向
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展开，项目
将车文化与教育相结合，将传统
授课模式与前沿科技相结合，为
教育创新提供了独特的实践案
例。 截至目前，该项目共惠及近
35000 名小学生。

在教育内容方面，日产（中
国） 凭借自身在汽车行业的优
势， 在筑梦课堂项目中着重将
“车文化” 纳入到日常教育活动
中，帮助孩子更早地接触汽车制
造，了解机械知识，并通过寓教
于乐的形式让孩子得到创造力
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教育形式
方面，“筑梦课堂”设有“制造教
室”与“环保教室”，为学生提供
了丰富和颇具趣味的课程体验。

据日产（中国）执行副总经
理铃木昭寿介绍，除了在全国各
地提供筑梦课堂的系列课程，去
年日产（中国）还依托自身强大
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为筑梦课堂
增设了远程线上教育课程，使得
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信息技术
所带来的教育便利。 另外，“筑梦
课堂”公益项目去年也走出了学
校和教室， 走进了城市车展，在
车展上加入了“筑梦课堂”项目
环节， 这也是该项目的一大创
新。 2017 年 9 月，“筑梦课堂”还
将新增“设计教室”，邀请日产汽
车专业的设计师参与到授课中
来。

“青少年是社会发展中非常
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此基础上我
们对学生进行安全、环保等意识

培养，让他们从小就去关注这些
社会问题，这也有助于今后这些
问题的解决。 今后，我们希望与
更多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开展
合作， 得到更多学校的采用，受
到更多学生的喜爱和欢迎。 同时
我们也希望其他相关机构也加
入到这个项目中来，借助多方资
源，这个项目才能够做得更好。 ”
铃木昭寿表示。

据悉，未来日产（中国）将继
续秉承“爱之行，享未来”的公益
理念，加大在华企业社会责任领
域的投入， 同时汇聚各方力量，
进一步推动筑梦课堂系列课程
在中国的发展。 铃木昭寿谈到，
预计 2016 至 2020 年， 参与筑梦
课堂的学生将累计达到 100 万
人。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日产（中
国）将继续丰富课程内容，并与

在华经销商和有关组织合作，将
筑梦课堂铺设在全国的日产专
营店，乃至各地方车展。 此项尝
试将在北京、广州、武汉等地进
行试点，并逐步扩大规模。 另外，
日产（中国）还将响应国家“融合
教育”计划，针对特殊教育学生
开展适合的教学内容，让他们和
同龄人一样得到公平教育的机
会。 （皮磊）

创新教育形式

“筑梦课堂”公益项目预计惠及百万学生

2017 年 7 月 19 日， 由汇丰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和恩派公
益组织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再
出发： 向社区建设的核心区前
进”研讨会暨“汇丰社区伙伴计
划”四期项目启动仪式在广州花
园酒店举行，汇丰银行宣布再次
投入 1000 万元， 用于支持全国
13 个城市的社区建设。

“汇丰社区伙伴计划 ”自
2013 年启动后， 在全国 13 个城
市的试点社区支持社区组织发
展， 截至目前， 项目累计投入
4000 万元， 覆盖 231 个社区，撬
动政府社区建设资金 1659 万
元， 涉及 14 个服务领域， 开展
14000 余次活动， 惠及 200 万人
次的社区居民。 汇丰中国常务副
行长兼广东行政总裁何舜华表
示：“汇丰一直致力于与所在社
区共同繁荣， 早在 1992 年就在
香港发起‘社区发展计划’，20 余
年来资助了大量社区小型公益
计划，并在 2013 年延展到内地。

‘汇丰中国社区伙伴计划’ 四期
项目将继续在全国 13 个重点城
市以招投标、能力建设和多方参
与等方式推动‘熟人社区’建设，
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城市位于广
东省。 广东省一直是‘汇丰社区
伙伴计划’ 的重要实践基地，希
望项目的实施对于广东‘幸福社
区’的建设亦有助力。 ”

在第四期项目中，“汇丰社区

伙伴计划” 计划资助提案项目
400个， 新培育社区居民领袖 60
人以上， 支持社区居民组织 200
家， 并通过参与式社区建设学习
中心， 提供能力建设支持和更便
捷的活动参与，以及财务管理 IT
平台支持。 同时创新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 通过定点建立社区基金
和不定点的小额资金支持居民发
起小型活动结合的方式， 继续在
13 个城市的 200 个社区实践，最
大程度地推广项目三年来积累的
经验和资源。启动仪式上，主办方
发布了基于项目三年实践的行动
研究成果———“熟人社区建设成
效指标体系”。 据介绍，该指标体
系是“汇丰社区伙伴计划”推出的
社区建设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工
具包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为社区
建设和社区发展提供具体、 清晰
的指标描述， 以此协助各地社区
进行自我和第三方评估， 了解社
区建设当前所处发展阶段及未来
的改进空间。

恩派社区建设事业群负责人
扈琼表示：“三年来， 我们一直在
摸索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路
径，以社区公共事务为切入点，为
从转变居民意识到为社区赋能积
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们欣慰
地看到， 试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
公共事务正在从常态化向自主化
迈进， 一个个有温度的熟人社区
正在形成。 ” （菅宇正）

第四期“汇丰社区伙伴计划”正式启动
1000万打造 200个熟人社区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铃木昭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