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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基会联合中信保诚人寿
推出“护航计划家长课堂”

Topic专题

2018 年 11 月 10 日，由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中信保诚
人寿共同推出的“护航计划家长
课堂”第一课在北京开讲。“护航
计划家长课堂”作为“护航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从意识观
念上引导家长注重家庭教育，更
新教育理念，帮助广大家长理性
看待留学、科学规划孩子的学习
之路，并在日常点滴中提升孩子
安全风险意识，切实护航孩子健
康快乐成长。

关注学生成长新需求
开启家庭护航之路

2017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
首次突破 60 万大关， 持续保持
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 出
于让孩子开阔国际化视野和掌
握多元化的思考方式，越来越多
的中国家庭考虑送孩子出国留
学。 然而，相当一部分家长并不
真正了解留学生活，留学规划指
导和安全教育知识匮乏，国外生
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差异性也
让留学生们产生各种不适应，留
学安全也逐渐成为广大家长最
为忧心的问题。

为此，“护航计划家长课堂”
集结众多留学专家和安全专家，

为留学家庭竭力打造中
立、客观的护航课程。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秘书长朱锡生指出，
通过“护航计划家长课
堂” 这一公益项目帮助
广大家长做好家庭教育
和留学生支持工作，立
德树人， 培养未来可堪
大任的新时代人才，是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
使命和责任， 也是该项
目的初衷。 未来，“护航
计划家长课堂” 将围绕
“如何理性看待留学”、
“如何应对留学面临的
风险和挑战” 等留学知
识和安全问题为留学家
长答疑解难， 多角度为
留学家庭保驾护航。

中信保诚人寿总经理助理
王绍斌表示，中信保诚人寿一直
以来秉持“聆听、关怀”的公益理
念， 积极支持中国公益事业发
展，“护航计划家长课堂”是中信
保诚人寿“儿童少年安全品牌”
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希冀通过
发挥企业的力量，与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共同护佑青少年健康
成长，促进激励带动更多青少年
立志成才。

“一课”“一营”相辅相成
打造系统性知识体系

“护航计划家长课堂”以“留
学知识”和“留学安全”为内容核
心，在全国开展“一课”、“一营”
两大系列巡讲活动，力求打造
一个专业化、全面化、系统化
的课程体系。“留学护航第一
课”将重点聚焦“怎么看待留
学”“留学的目的”“孩子可能

面临的风险”等话题，筛选多个
真实案例分析，针对学生群体的
需求， 为家长量身定制一本权
威、专业的知识手册；“安全教育
家长研习营”则针对家长最为关
注的留学安全问题，精心梳理成
长安全、境外安全、网络安全、金

融安全和心理安全五大安全必
修课，并邀请安全领域知名专家
共同开启全国公益巡讲，积极科
普安全教育。

“护航计划家长课堂”
第一课正式开讲

“护航计划家长课堂”第一
课邀请中国留学行业资深专家
老查和知名心理学家王怡蕊共
同开讲。 老查围绕理性留学观的
树立、全球视野思考方式的培养
以及对文化自信的引导三个方
面展开阐述；王怡蕊从当前中国
家长最易忽视的孩子心理安全
需求问题出发，为家长帮助留学
生做好心理建设，保障留学安全
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建议。

活动现场发布《留学护航第
一课———留学知识清单》， 帮助
亲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规划观念。

据悉，“护航计划家长课堂”将
会在全国 19个省市、80多个地区
陆续开展巡讲活动，切实为更多留
学家庭普及安全教育。 （苏漪）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6 日，
“迈向没有贫困的未来” 第六届
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
讨会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会议
期间，主办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与合作
伙伴保诚亚洲公益基金就共同
推进贫困地区儿童教育发展签
署了合作备忘录。

今年 9月， 保诚亚洲公益基
金与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 出资
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基金会
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开展的“慧育
中国·儿童早期养育试点”项目和
“阳光校餐行动计划”，项目周期三
年。 此次签署合作备忘录，旨在进
一步巩固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
深入聚焦中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

与教育问题，传播公益理念、支持
精准扶贫， 探索可持续地解决社
会发展问题的创新方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长期
致力于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
的研究和实践， 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参与教育扶贫， 保障每一
个孩子的阳光起点， 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 保诚亚洲公益基金
（Prudence Foundation） 是英国
保诚集团旗下专责统筹亚洲地
区社会公益事务的平台， 旨在
通过加强教育、 健康和安全的
概念， 确保社区未来发展得到
保障。 保诚亚洲公益基金与非
政府组织、 政府机构和私营部
门合作， 共同推进区域公益项
目的发展，扩大惠及范围，充分

发挥其积极的影响力。
保诚亚洲公益基金主席康

德纳（Donald Kanak）先生在致
辞中表示， 保诚亚洲公益基金
秉承英国保诚的长远承诺，致
力于通过加强教育、 健康和安
全理念及项目的推广， 协助发
展更安全、 更稳定的社区。 保
诚亚洲公益基金很高兴有机会
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慧
育中国·儿童早期养育试点”项
目和“阳光校餐行动计划”提供
支持。 保诚亚洲公益基金协同
相关领域专家在东南亚开展的
儿童早期养育与发展计划的经
验显示， 儿童早期养育与发展
对个人未来和社会繁荣均发挥
着巨大的潜在作用和重要的影
响力。 保诚亚洲公益基金期望
通过支持这两个项目， 让其他
国家也有机会借鉴中国应对这
些重要问题的宝贵经验和方
案。

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卢迈在致辞中表示，基金会在儿
童发展领域深耕多年，“慧育中
国·儿童早期养育试点” 项目和

“阳光校餐行动计划”作为基金会
的旗舰项目，已初具规模且形成
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相信双方的
合作必将为中国的反贫困与儿
童早期发展事业再添助力，同时
也希望签署备忘录为未来的战
略合作开启新的篇章。 （张慧婧）

保诚亚洲公益基金助力贫困地区儿童发展
为推进江西省赣州市宁都

县“互联网+教育”的经验在全
国乡村普及， 赣州市电化教育
馆馆长罗忠华、 赣州市宁都县
教育局局长温英俊、 沪江首席
教育官吴虹、 彩虹花和阅汇创
始人时朝莉携多家媒体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赴江西赣州宁都
县调研，并以“互+计划”为案
例， 共同探讨互联网为乡村教
育带来的变革。

“山里的孩子，因为正是有
了（互+）这样的网络课堂，让他
在家门口享受了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 ”宁都县小布中小学校
长梅建锋如是说。

作为赣州版图面积最大的
区县，宁都地形地貌复杂，教学
网点众多、 分布零散且地处偏
远， 周边小微乡村学校缺乏足
够师资力量，难以开齐课程，美
术、 音乐等素质课往往只能由
语文、数学老师兼任代课。

2016 年 11 月 29 日，在“全
国网络扶贫工作现场推进会”
上，在中央网信办的指导下，宁
都县教育局与沪江“互+计划”
签订互联网教育扶贫协议；次
年新学期，17 个教学点先行先
试，为课堂引入“互+计划”的网
络素质课程， 第一次将专业的
美术、音乐、手工、外教课展现
在乡村学生面前。

2017 年下半年， 宁都县试
点推进“互+计划”，由最初的 17
所乡镇小学扩展到全年 115 所
小学参与美丽乡村网络公益课
程， 每周有近 6000 名学生从中

受益；2018 年 2 月 26 日， 宁都
县教育局再次下发《关于我县
乡镇小学开设“互加美丽乡村
网络公益课程”的通知》，决定
自新学期开始， 全县所有乡镇
小学集体参与美丽乡村网络公
益课程。

两年时间， 从 17 个学校试
点到全县大范围铺开，除“互+
计划” 网络素质课程本身的低
成本、大规模、可复制、可持续
等特性， 也与当地教育系统的
高度支持密不可分。

据温英俊介绍， 网络课程已
经成为补齐宁都教育短板的良
方，他说：“最初，我看到这里的老
师用手机在上课， 为了进一步帮
助乡村孩子们上好网络课程，政
府为学校配了笔记本电脑、 为没
有一体机的学校配备大电视机，
再拉一根网线， 低成本地解决了
乡村学校缺课短课的问题， 帮助
乡村学校开齐了全部课程。 ”

在政府牵头、“互+计划”整
合、 社会资源倾斜的前提下，如
今的宁都乡村学校已配齐基础
电子设备，开齐了美术、音乐、财
商、外教等素质课程；老师们则
获得了精神、物质、教学能力等
重重奖励；学生们在越来越好的
课程质量、越来越活跃的学校氛
围下，正变得愈发开朗、上进。

“他们就是一颗颗爱的种子，
终将在这里生根发芽， 改变这个
社会。 ”被问及互联网为乡村教育
带来的变革究竟是什么时， 温英
俊用这样一个比喻描述了乡村教
育的美好未来。 （苏漪）

“互+计划”推广宁都模式
政府、企业、机构多重激励下的乡村教育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