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真爱梦想携手安踏
集团共同举办的 2022 安踏运
动营———梦想篮球夏令营活动
在吉林长春成功举办。 安踏集
团特邀天津男篮助理教练张庆
鹏为孩子们指导。 来自吉林省
真爱梦想学校的学生、 黑龙江
省双鸭市宝清县、 吉林省白山
市抚松县、 辽宁省抚顺市的师
生们，参加了夏令营训练。为期

5 天的篮球营训练， 学员们在
运动中收获快乐， 在运动中收
获友谊。 篮球带来的不只是强
身健体， 更是努力拼搏的体育
精神。

同时，来自江西省德兴市、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和哈
尔滨市南岗区以及吉林省真爱
梦想学校热爱足球的 50 名学
员， 则身穿安踏体育用品集团

有限公司赞助的足球运动服整
齐的站在足球场上。 前中国女
足国家队队员娄晓旭和长春市
足球协会的教练员们在训练营
共同支持孩子们茁壮成长。

此外， 来自 23 所学校的
46 位教师参加了安踏体育课
教师培训———云南巍山站的
活动， 预计将有 9291 名学生
因此受益。 （张明敏 ）

应对气候变化

社会组织要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进阶 3.0版本
北京东城“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取得阶段性成果

8 月 24 日，第三届三角洲地
区气候变化专题研讨会在广州举
行，17位气候专家、科研机构及社
会组织代表，共同探讨了在《国家
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之下社
会组织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
和方法， 涵盖防灾减灾、 农村发
展、城市社区、健康等多个领域。

本届研讨会由北京绿色阳
光环保公益基金会主办，广东省
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
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支持。 线上
线下超过 200 位来自政府相关
部门、媒体机构、社区组织、环保
组织、社区居民参与了研讨会。

从国家战略到地方行动实践

记者了解到，《国家适应气
候变化战略 2035》 是国家 17 部
门联合印发的战略文件，为新阶
段下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明
确了工作重点领域、区域格局和
保障措施，其中为社区参与气候
变化适应行动提出了一系列的
目标和行动指引。 为此，此次研
讨会从国家战略解读到社区实
践经验，从政社协同到社区居民
个人行动，从农业发展到疾病伤
害，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气候适
应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提升社
会组织参与应对的意识和能力。

研讨会第一部分围绕国家

战略解读到地方行动实践呈现
展开。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
副主任袁佳双结合 IPCC 第六次
评估报告的最新研究成果，对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
进行了解读。 相比过去国家战略
规划，今年 5 月印发的《国家适
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更加强调
了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加强监测
预警和风险管理等内容。

广东省气象局技术总师杜
尧东从硬件的提升和铺开到软
件的构建， 包括预警体系的建
立、 多部门联动机制等方面，全
面梳理了广东省气候中心的监
测预报预警工作。 他透露，相关
部门正在加快《广东省气候资源
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的立法工
作，有望在今年内出台，推动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

碎片化行动不如跨界联动

研讨会第二部分聚焦农村
社区的气候变化适应，来自农业
领域一线实践的社会组织和研
究机构、企业，分享了各自在农
村社区开展防减灾、 农业发展、
社区服务等工作实践经验，以及
经验背后的理论和方法论。

气候风险呈现多灾害并发、
影响多个系统， 在不同行业、不
同区域传导。 因此，在参与嘉宾

看来，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不能
单方面进行。 以农村社区为例，
这需要结合农村社区传统文化、
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恢复、村
民生计发展、社区自治、科学技
术介入等多方面共同干预，“如
此才能让多方、获得多重效益”。
而这也成为会议共识。

从灾害管理转向灾害风险管理

研讨会第三部分聚焦城市
社区的气候适应行动，介绍了城
市气候韧性社区构建，同时邀请
了基金会代表介绍各自在政社
协同、居民个人行动等方面的实
践经验。

“不是因为厉害所以开始，

而是因为开始了所以厉害。 ”参
与了千禾社区基金会气候先锋
项目的社区居民黄绮雯在气候
行动上抛出了金句。

过去一年，她与广州、佛山、
深圳等地六个社区的气候先锋，
在不同社区共同带动身边的居民
一起通过种植社区花园、 参与培
训学习， 提升邻里对气候变化的
认识，提升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
而提升意识， 正是应对行动前重
要的第一步。 气候先锋项目的实
践已经通过积极居民的参与，逐
渐影响着社区居民的气候意识提
升。今年下半年，这些气候先锋个
人也将与社区居民一起识别自己
所在社区的气候灾害风险。

他们的行动，也印证了壹基
金灾害管理工作人员喻东的工
作经验及反思。 喻东从事灾害救
助十多年，从实践中深刻感受到
防减灾工作，要从灾害管理逐渐
转向灾害风险管理。“灾害风险
事前防范更重要，社区自救互救
更能保障生命尊严。 ”

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气候变化与各行各业、与每
个人都息息相关，应对行动需要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社会组织作
为气候适应行动的重要参与方
该如何行动？ 与会嘉宾也进行了
深入交流。

参会代表普遍认为， 社会组
织尤其是在社区一线工作的组
织， 更加接近公众， 工作更接地
气，从多个方面来看，都是社区适
应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参与方。

暨南大学疾病预防控制研究
院马文军教授在研讨会上解释了
气候变化与健康伤害关系， 为社
会组织如何参与应对行动提出了
一些“跨界”意见。例如，政府相关
部门制定了很多适应气候变化的
政策， 政策的落实需要社会组织
在公众层面提升大家的气候意
识，通过重复传播和政社合作，打
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杜尧东表示，社会组织在社
区层面的行动上已经有很多很
好的经验和思考，但除了埋头干
活，更要“抬头”参与到政策建
议、参与到相关气候应对标准制
定的工作中，这样才能更好地推
动改变的发生。

参会的社会组织也达成共
识：不管是基金会，还是在各个
领域工作的社会组织，都需要将
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到具体工作
中，站在各自的位置参与，发出
多元的声音，推动多元相关方的
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让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受气候影
响群体被看见并且得到支持。 ”“潮商”们齐聚胡同，举办

为老服务公益市集，通过集中
“摆摊设点” 形式现场为老人
提供公益服务；“潮娃”们用快
闪的形式开启仲夏银龄音乐
节，为社区老人和居民送上祝
福；“潮人”们则直接开启户外
直播间秀出自己的潮生活，社
区助老志愿者全程直播介绍
社区联合体服务以及服务市
集中的优质养老产品，瞬间涨
粉无数……

近日，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
门街道新鲜社区，通过“文化展
示+走访参观+消费体验” 的形
式，让大家了解、感受全国示范
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新鲜社
区的区域养老联合体服务。 同
时， 朝阳门街道区域养老联合

体的特色“微心愿”活动也进行
了成果展示， 以展板的形式介
绍已实现的 230 个微心愿中的
典型案例及背后的感人故事。

据了解 ， 朝阳门街道自
2017 年开始创新提出“区域养
老服务联合体”概念，2018 年得
到东城区民政局支持开启试点
建设，先后完成了 1.0、2.0 两个
阶段的建设，目前已经向 3.0 阶
段进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22 年， 北京市正式发布
《关于推进街道乡镇养老服务
联合体建设的指导意见》，东城
区在区域养老服务联合建设上
开始提质增速。 东城区在区域
养老服务联合体基础上， 依据
市级指导文件， 继续在体制机
制建设、长效落实发展、分层分

类精准服务等方面，联动政府、
社会、市场协同发力，推动联合
体的纵深化、系统化发展。

东城区委社会工委副书
记、区民政局局长张松青就“东
城区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工作
的发展方向” 做了介绍。 他提
出，对于东城养老服务工作，要
以首善的标准、治理的思维、发
展的眼光， 迎接新时代养老服
务工作的新挑战， 开创新时代
养老服务工作的新局面。 此次
活动作为东城区养老服务联合
体建设乃至全区养老服务工作
提质增速的新起点， 要为做好
老年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共同努力。

（武胜男）

陪山里孩子过夏天
抖音联动多家机构及达人探访
贵州乡村儿童

近日，抖音联动贵州省慈善
总会、 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贵州省网络文化发展协会等
机构组织开展“陪山里孩子过夏
天”网络公益活动，邀请“石学
念”“海扬”等抖音达人分别前往
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大塘镇、黔
东南州台江县等八个益童乐园
站点或乡村儿童服务站点，教授
孩子们篮球、舞蹈、乡村交通安
全知识、消防安全知识及安全文
明上网知识等，进一步助力乡村
儿童健康成长。

因在路边摊位旁练习打篮球
在抖音走红的石学念，立志今后从
事篮球相关的工作，希望影响更多
孩子爱上篮球运动。 在此次探访
中，石学念等抖音达人与小朋友们
一起完成了一堂篮球训练课。

在遵义正安县杉木坪村，抖
音达人“山村，小木匠（安旭）”教
孩子们做手工、 搭传统建筑积
木。 在贵阳清镇市鸭池河村，贵
州消防、贵阳网的工作人员向孩

子们科普消防安全、数字素养等
知识，通过网络素养教育课引导
孩子们文明用网、安全上网。

贵州省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此次“陪山里孩子过夏天”网
络公益活动邀请十余位网络达人
和相关部门、媒体，实地深入多个
市州， 在丰富了乡村孩子的暑期
生活同时也展现了网络达人们积
极参与社会公益的热情与担当。

据了解，2018 年 7 月， 抖音
集团正式启动“益童乐园”项目。
通过与贵州省慈善总会及壹基
金合作，“益童乐园”项目希望组
建儿童友好空间、提供儿童友好
内容、聘用专职服务人员，为乡
村儿童提供安全健康教育、兴趣
培养、自我认知、社会融入等常
态化服务，缓解孩子们成长阶段
面临的陪伴缺失、社会支持不足
问题带来的影响。截至 2022 年 7
月底， 项目累计服务乡村儿童
168.36 万人次， 孵化和联动 53
家社会组织共同参与。 （皮磊）

千禾社区基金会气候先锋项目社区居民代表分享自己的行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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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踏多举并施赋能体育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