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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人道桥梁

东吴国际人道交流合作研讨会在苏州举行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

以“构筑人道桥梁”为主题的东
吴国际人道交流合作研讨会在
江苏苏州举行。 这是中国红十字
会为加强红十字国际人道交流
合作、推动共建共享人道教育体
系、促进新时代红十字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而组织的一次国际交
流活动。

本次研讨会正值第十届红
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亚太地区大会前期，将有助于中
国红十字会更好地参与国际人
道事务，彰显负责任大国红十字
组织形象，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
席陈竺主持研讨会并讲话。 来自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
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瑞
典、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土
耳其等国家红会代表参加研讨
交流。 外交部、中联部、国家国际
合作发展署、应急管理部、教育
部等部委有关人员参加。

陈竺在讲话中表示， 当今世
界互联互通、融合发展，但同时又
矛盾交织、经济乏力，人道领域面
临巨大挑战。 红十字运动成员彼
此增强沟通交流、 联合行动的必
要性和急迫性大大增强。 面对复
杂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没有一
个国家红会能够独自应对， 必须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重新定义和谋划全球人道事务分
工，形成人道资源多方供给、人道
行动协同推进的多元治理格局。

陈竺指出，中国红十字会于
2017 年成立的丝路博爱基金，已
在 23 个国家开展人道行动，在
援助的同时，也与各国红会建立

了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学
习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中国红十
字会将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
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和各国红会一起，继续深化务实
合作， 共同致力于开展援危助
困、 救济民生的人道主义项目，
积极培育救援、救护、救助服务
体系，努力促进民心相通，助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陈竺表示，为促进人道事业
更专业、更可持续地发展，智力
和人才支撑至关重要，需要在共
建共享人道教育方面进行深入
合作和积极探索。 为此，中国红
十字会提出了建设红十字国际
学院项目动议，希望为推动全球
领域的人道教育和传播尽自己
的一份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梁
惠玲、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
星莺、 外交部国际司参赞李集
涓、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秘书长哈吉·阿西、 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东亚代表处主任裴
道博、马海德基金会会长周幼马
分别致辞。

会议从“融合与发展”“人道
挑战与应对”“共享共建人道教
育”三个主题展开研讨。 与会的
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成员
分享了为应对复杂严峻的人道
需求而开展的工作，为人道领域
行动及合作提供了有益经验和
启示。 国内外专家、学者就加强
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 人才培
养、国际交流等作了发言。

会议最后，与会嘉宾共同在
苏绣卷轴上留下共享人道教育
寄语，并作为礼物献给第十届红
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亚太地区大会。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统一部
署，为了支持包括红十字国际学
院在内的人道教育事业， 会议
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宣布成立
人道教育基金。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赛娟以及上汽通用五菱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瑞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金赛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名泽医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等分别为基金捐赠，

著名画家陈可之创作并捐献油
画《天地之爱》，表达对共建共享
人道教育的支持。

研讨会期间， 与会人员参观
了“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系列展览
之百年东吴与红十字运动” 主题
展览， 调研走访了社区红十字服
务站、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参观考
察了苏州立升净水科技有限公
司、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研讨会由中国红十字会主办，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苏州大学、苏
州市红十字会承办。中国红十字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平、苏州市人民
政府市长李亚平、苏州大学党委书
记江涌以及江苏省人大、省人民政
府、省红十字会，苏州市政府、市红
十字会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研讨
交流活动。 （武胜男）

近日，由北京和众泽益公益
发展中心、志多星科技和中国欧
盟商会共同主办的 2018 年中国
专业志愿服务创新发展论坛在
北京三里屯盈科中心召开。

专业志愿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和众泽益公益发展中
心作为中国企业志愿服务的重
要支持机构， 长期为各类企业、
社会组织提供志愿服务领域的
专业咨询。 为进一步探索研究专
业志愿服务，切实推动专业志愿
服务的快速发展， 促进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在专业志愿服务领
域的跨界合作，特别举办本次论
坛，汇聚各位公益之士共同探讨
国际视野下专业志愿服务的中
国实践。

作为本次论坛讨论的核心
问题，专业志愿服务对社会和企
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坛邀请
到了高通企业社会责任高级经

理曹楠、普华永道企业社会责任
高级经理兰岚、北京慈爱嘉养老
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刁文和北京
和众泽益公益发展中心 CEO 王
忠平博士， 四位嘉宾共同围绕
“中国专业志愿服务的创新发
展”这个主题做了精彩分享。

曹楠向到场者分享了高通
成立 30 余年来的精彩志愿者服
务案例。 高通的志愿者服务主要
分为参与性志愿者服务和专业
性志愿者服务两个类型， 其中，
专业志愿者服务项目都是根据
对工程师志愿者们了解的基础
上设计的。 例如“科技益起来”志
愿者项目和“机器人大赛”项目，
通过参加这些专业志愿者服务
活动，工程师志愿者不仅可以提
高自身技能，还能增加他们的自
豪感和归属感。

兰岚结合普华永道的 5 年企
业责任愿景， 分享了普华永道专
业志愿者服务政策及实践。 普华
永道开展了众多专业志愿服务活

动，例如结合核心业务，让员工志
愿者在培训和导师计划中， 提供
培训服务和担任导师； 利用专业
知识研究和开发慈善组织透明度
自测系统以及提供政策鼓励支持
专业志愿者活动等。

刁文则介绍了慈爱嘉的社
区居家专业志愿服务案例。 慈爱
嘉志愿者团队由专家、 顾问、医
生、护士、康复师、行政支持团队
和财务管理人员等组成，他们平
均每人每年为老志愿服务 10 小
时。 慈爱嘉专业志愿服务有居家
上门专业服务、巡防探视、社区
活动、专业培训和相关资讯提供
等。 另外，慈爱嘉还调动社会各
界资源参与为老服务公益活动，
发动老人互助、老人参与社会公
益事业和为老人志愿者进行专
业培训等。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重要手段

在分享中国企业专业志愿

服务现状与趋势时， 王忠平博
士表示，如今，志愿服务已经成
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手
段和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
方向。

目前， 志愿服务行业面临
很多难题，例如志愿服务岗位
如何解决；普遍存在的是实施
型的组织，支持型和技术型组
织明显不足；志愿服务组织数
量和质量都不足；志愿服务运
行有成本，但使用者付费意愿
不强烈或无付费能力等问题。
王忠平认为，企业的专业志愿
服务或许能有效缓解以上行
业难题。 专业志愿服务发展有
两大方向：一是提升现有志愿
服务的专业性，二是鼓励具有
专业技能的志愿者开展志愿
服务。

王忠平在场展示了 IBM 和
SAP 等企业开展专业志愿服务
的数据，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专
业志愿服务不仅可以提升品牌

影响力和员工业务能力及领导
力， 还能提高团队凝聚力和员
工忠诚度等。

对于志愿服务发展的未来
趋势，王忠平认为：第一，志愿
服务的专业化 ；第二 ，专业人
员开展志愿服务 ；第三 ，利用
专业化推动企业志愿服务品
牌化 ；第四 ，成为企业联合公
益的重要载体 ；第五 ，专业志
愿服务比基础志愿服务的要
求高，平台机构的枢纽作用需
要进一步加强。

据了解 ，2018 年专业志愿
服务创新发展论坛是以帮助企
业、 基金会和 NGO 在新的政
策和环境下， 解决专业志愿服
务方面的难题和困惑为主要目
的。 该论坛是由北京和众泽益
公益发展中心、 志多星科技和
中国欧盟商会搭建的业界交流
平台，汇聚公益人士，共同推动
专业志愿服务的创新与发展。

（徐辉）

中国专业志愿服务创新发展论坛在京召开

�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陈竺为捐赠
企业颁发基金发起人证书（付春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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