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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苗计划助力教育公平 成就儿童梦想

第 71个世界红十字日到来

丝路博爱基金发布上海倡议
2018年 5月 8日，第 71个世

界红十字日之际，以“你微笑时，
世界很美”为主题的红十字与“一
带一路” 同行分享暨研讨会在上
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
红十字会华山医院）举办。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丝路博
爱基金（以下简称“丝路博爱基
金”或“基金”）是根据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总体部署和中国红十
字会援外工作安排，经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
会长陈竺提议， 中国红基会于
2017 年 2 月成立的服务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致力于优化“一带
一路”人道服务供给，以“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为服务区域，对沿
线国家和地区有迫切人道需求
的人群进行救助的专项基金。

陈竺在活动上表示，国际红
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地救护，从诞
生之日起就秉持对人类命运的
整体性关照和体认；中国红十字
运动始终以扶危救困、为民造福
为己任，成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一支重要力量； 面向新时
代，红十字事业在践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实践中肩负着特殊重

要的使命。
陈竺提出了四项倡议：牢固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保
护人的生命健康、维护人的尊严
为己任，积极应对人道危机和挑
战， 加强国际应急和备灾协作，
共建“一带一路”红十字急救走
廊，携手打造人道丝绸之路；

紧紧围绕红十字运动宗旨，

积极开展大病救助、 疾病预防、
健康干预、应急救护、健康管理
领域的国际合作， 发展灾难医
学、急救医学、老年医学、社区护
理，建设“一带一路”医疗健康服
务联盟， 持续开展天使之旅—
“一带一路”人道救助计划，携手
打造健康丝绸之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追求，紧贴“一带一路”民生需
求，实施海外“博爱家园”计划，
植根社区，面向基层民众，广泛
开展防灾减灾、扶贫开发、医疗
卫生、教育促进等人道救助和人
道服务活动，一视同仁、不加歧
视地救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促
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
作，增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
携手打造友谊丝绸之路；

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广泛动员人道资
源，发展人道公益伙伴，发展国
际志愿服务队伍， 加强部门、行
业、组织、地方和国际协作，从供
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优化人

道服务供给，拓展人道领域交流
合作，不断壮大“一带一路”朋友
圈，携手打造博爱丝绸之路。

《丝路博爱基金上海倡议》号
召全社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携手打造人道丝绸之路、 健康丝
绸之路、友谊丝绸之路、博爱丝绸
之路， 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共同投身人道公益新实践。

中国红基会常务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丝路博爱基金管委会
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孙硕鹏以

“红十字与‘一带一路’ 同行地
图”为题向社会各界汇报了基金
成立一年多来的工作情况和未
来计划。 据了解，基金从 2017 年
2 月成立以来，动员各方力量，先
后开展了中巴急救走廊项目、天
使之旅———“一带一路” 人道救
助计划阿富汗行动、 蒙古国行
动、“光明行”蒙古国行动、中缅
博爱医疗急救中心项目；向柬埔
寨和老挝捐赠救护车，向印尼援
助红十字博爱卫生院和红十字
血站，向叙利亚援助多功能移动

医疗单元；发起了“1$救救叙利
亚儿童”互联网众筹项目，开展
中国公益联合援非行动（在肯尼
亚、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实施非
洲免费午餐和免费公厕厕纸项
目）、 博爱单车全球志愿服务行
动等，足迹遍布 21 个国家。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
红基会理事长、丝路博爱基金管
委会主任郭长江宣读“致敬丝路
天使”致敬词，与会领导和嘉宾
向给予基金大力支持的捐赠企
业、志愿服务单位、媒体及个人
颁发了“丝路天使”奖牌和奖章。
《公益时报》 社作为基金的志愿
服务机构，也获此荣誉。

当天上午， 中国红十字会援
助叙利亚人道救援设备也从上海
启运。 此次中方援助的人道救援
设备是一所大型多功能的移动医
疗单元，由两辆医疗大巴、两辆救
护车组成， 具备移动医疗和远程
医疗功能， 可为当地民众提供基
本诊疗、手术、体检、医疗转运等
综合性卫生服务。 （张木兰）

2018 年 5 月 13 日上午，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计生协、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京联合
召开“幸福微笑———救助唇腭
裂儿童”项目推进会，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会长李金华， 国家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崔丽， 中国
计生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
王培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
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
策部署， 全面推进健康扶贫和
精准扶贫， 总结交流项目工作
经验， 部署安排下一阶段工作
任务。

会 上 放 映 了 “幸 福 微
笑———救助唇腭裂儿童” 项目
宣传片《吻》和唇腭裂预防科普
宣传片《把幸福微笑送给每个
儿童》，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介绍了幸福微笑项目的运作模

式、 取得的进展成效以及未来
工作计划，贵州、云南两省代表
介绍了开展唇腭裂儿童救助的
经验。

会议指出， 开展唇腭裂儿
童救助项目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 深入推进脱贫攻坚
和健康扶贫， 促进贫困家庭发
展的具体举措。会议要求，各级
卫生健康部门、 各级计生协会
要高度重视项目推进工作，要
坚持协调合作的工作机制，坚
持分类推进的指导思想， 坚持
安全第一的工作原则， 坚持预
防为主的工作理念， 切实把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把好事办好。

来自各省（区、市）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家庭
发展处处长、 计生协会秘书长
或项目负责同志以及有关专家
参加了本次会议。 （高文兴）

2018 年 5 月 20 日， 由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和北京永真公
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爱心人士曾
勇捐赠 1000 万元而设立的创新
型教育公益项目———“千苗计
划”在北京大学启动。

千苗计划秉承“普惠优质资
源，提高学习能力，助力教育公
平，成就儿童梦想”的愿景，将联
合科学、 教育等领域的顶级专
家，面向广大少年儿童、尤其是
缺乏发展机会与优质教育资源
的少年儿童，通过提供普惠优质
教育资源和研学机会，提升儿童
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家国情怀和
人文底蕴， 以及在高度信息化、
智能化社会中的学习能力，为国
家培养、储备一批具有民族使命
感，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优秀人才。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在致辞中表示，当前我
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源于政治责任感、 未来之问、儿
童慈善事业的使命感所驱而设
立的“千苗计划”，有别于传统意
义上的公益项目，充分体现了时
代性、 创新性和前瞻性。 他说：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愿与各界
有识之士携手，务实推进‘千苗
计划’，让今天的稚嫩小苗，即使
土地再贫瘠，在爱心和智慧的浇
灌下，未来也能长成具有民族使
命感、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参天大树。 ”

作为联合发起方之一的北
京永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惟
彦表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千苗计划是一项长期而庞大的
系统工程。“图难于其易，为大
于其细”。 即将启动的千苗计划
一期规划将面向 20 个国家级
贫困县进行首批“千苗种子”的
公开推荐评选，并对选出的“千
苗种子”进行 7 至 13 年的跟踪
培育直到其大学毕业； 同时助

力教育公平， 向贫困地区少年
儿童及教师分享科学的学习方
法， 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与
效率， 让更多少年儿童享受到
优质的教育资源。

据了解，千苗计划还将联合
顶级科学家、教育家等关心少年
儿童成长的专业力量，打造高规
格的导师团队，构建“中华心+学
习力”人才培养体系。 现场，来自
国家“千人计划”、北京大学、华
东理工大学的专家学者分享了
当前儿童社会工作和教育扶贫
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从不同
角度、不同工作实践阐述了对教
育公平的理解，并围绕“中国儿
童面对这些挑战应具备哪些素
质和能力” 的话题提出了有价
值、可操作性的建议。 启动仪式
中，与会领导与嘉宾共同上台按
下了启动仪式的按钮，宣告千苗
计划开启新篇章。

（张慧婧）

“幸福微笑———救助唇腭裂儿童”
项目推进会在京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