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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资讯INFOS

近日，“向善而行 共建美
好”善行 100 公益活动十周年工
作总结会在京举行。

据了解，2010 年，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金
会） 开始探索通过高校公益社
团的宣传和组织， 号召大学生
以自愿为原则， 成为“爱心包
裹”劝募志愿者。十年间，“善行
100”活动通过鼓励大学生投身
公益， 塑造和提升青年综合能
力， 形成大学生志愿服务有效
模式， 为大学生助力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搭建有效平台。 活
动带动 71.67 万名大学生热心
参与， 他们在 127 个城市留下
善行足迹，累计帮助 64 万余名
欠发达地区小学生， 向近 1 亿
社会公众传递公益理念。“善行
100”活动十年的坚守，让欠发
达地区的孩子们在受益的同时
也获得了精神激励， 在他们心
中埋下了善的种子。

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
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玉光提
到，“善行 100 公益项目开创性

地挖掘整合社会资源，支持大学
公益社团发展，有效发挥大学生
志愿者奉献爱心、服务社会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全
社会关注欠发达地区儿童教育
和成长， 推动了公益事业发展，
为大学生提升综合素质、拓宽社
会视野提供了平台。 项目的推进
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广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培养
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提高自身综
合能力。 ”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理事
长郑文凯在总结会上指出，“善
行 100 公益活动发展的十年和
取得的突出成绩， 离不开 70 多
万大学生志愿者的倾情付出，离
不开 300 多所合作高校的密切
参与，离不开众多爱心单位的鼎
力支持，也离不开全社会无数公
益同行者的关心、关注。 ”

十年间，“善行 100” 不仅实
现了为大学生提供公益实践平
台，给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送去
关心和温暖的项目初衷，更推动
了全民公益理念的传播，为国家

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战略注入
青年力量。

据介绍， 未来十年，“善行
100”将以“构建青年公益网络”

为核心，一方面搭建志愿网络平
台，提供服务、管理和建立公益
档案，为志愿者开展活动和系统
维护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

面从筹款效能、高校支持、活动
规模、学生参与等方面进行优化
升级，使“善行 100”更好地服务
于大学生志愿者。 （李庆）

“善行 100”启动 10 年
累计帮助 64万余名欠发达地区小学生

近日， 全球最大教育单项
奖“一丹奖” 揭晓新一届得奖
者。 经过独立评审委员会的严
格评选，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朱永新凭借“新教育实验”的
探索与实践荣获 2022 年一丹
教育发展奖， 斯坦福大学教育
学荣休教授琳达·达林哈蒙德
荣获 2022 年一丹教育研究奖。
每位得奖者将获颁 3000 万港
元奖金。

朱永新 2000 年发起“新教
育实验”， 惠及全国 8300 多所

实验学校，800 多万名教师和学
生参与实验之中， 其中超过半
数来自农村及偏远地区。“新教
育实验”通过专业阅读、写作与
交往，提高教师职业认同，有效
促进了教师成长。

2022 年一丹教育研究奖得
奖者琳达·达林哈蒙德是“学习
政策研究所” 的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 她的工作极大地改变了
教师和学校管理层能力建设的
方式。 其研究显示，更深入理解
学生多元的学习方式、 探索有

效的授课方式， 并以此建设教
师能力， 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学
生实现潜能。

据介绍 ，“一丹奖 ” 成立
于 2016 年， 旨在通过教育提
升人类福祉 。 该奖每年颁发
两个奖项，每位得奖者（或团
队） 将获颁一枚纯金奖牌以
及 3000 万港元奖金， 其中一
半为现金奖，另一半为支持教
育研究或项目的资金。 据悉，
2023 年“一丹奖”提名于 2022
年 10 月开放。 （张明敏 ）

近日，红十字国际学院联合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正式启动人道公益管理方向公
共管理硕士研究生（MPA）招生。
这是国内首个人道公益方向的
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项目。

在全面加强社会治理、推
进共同富裕大背景下， 为促进
人道公益事业发展， 经前期充
分研究论证， 红十字国际学院
联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决定自 2023 年起在苏州
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项目
（MPA）下增设人道公益管理方
向，旨在促进学科交流与融合，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综合理论

素养、 长于实践应用的人道公
益管理高级人才。

人道公益管理方向公共管
理硕士研究生项目学制三年，
为非全日制教学， 周末和节假
日授课。 研究生培养期间核心
课程按照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要求
执行。 方向性必修课程包括“人
道公益慈善概论”“中国特色红
十字事业”“社会组织管理”，方
向性选修课程包括“中外人道
公益慈善史”“国际人道法与全
球治理”“灾害应对与应急管
理”，充分凸显了红十字人道公
益教育的方向性特色。

为进一步提升高质量人道
公益事业高级管理者综合素
养， 红十字国际学院从本院专
兼职师资中选拔了一批国内外
知名学者专家， 将作为共同导
师与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联合指导人道公益管管理
方向研究生。

红十字国际学院希望这
一项目的启动能够进一步丰
富学院人道教育教学体系，为
中国红十字系统干部继续教
育需求提供有力支持。 对各级
红十字会推荐报考入学的研
究生，学院还将优先提供奖学
金支持。 （皮磊 ）

近日，全国珊瑚保护日系
列活动开启 ，《金铲铲之战》
携手 PADI 爱海洋专项基金
展开了一场珊瑚保育主题活
动。 本次活动由《金铲铲之
战》、海洋公益专项基金 PADI
爱海洋主办， 由自然资源部
第三海洋研究所、 自然资源
部海峡西岸海岛海岸生态系
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中
国生态学学会海洋生态专业
委员会、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
会、 福建海洋学会指导，由
《中国渔业报》支持，以碧波
龙之名守护珊瑚、 探寻隐秘
之海。

珊瑚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
海洋生物之一， 对海洋乃至地
球的健康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由珊瑚构筑的珊瑚礁是海洋生
态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被称之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的珊瑚礁仅占海底面积的
0.2%， 却是海洋中近四分之一
海洋生物的家园， 其对维持海
洋生物多样性、 保护海岸和地
理研究等方面都有着无可比拟
的作用。

然而，由于气候变化、人类
活动以及环境污染的影响，全
球约 60%珊瑚礁正在持续受到
不同程度的威胁。 本次探访的
目的地， 福建东山珊瑚省级自
然保护区过去也是其中之一。

9 月 25 日，被授予 PADI
海洋环保倡议官称号的“神

龙尊者 小小卡莎”，与 PADI
海洋环保倡议官———演员李
晨浩、 旅行达人常琳、《金铲
铲之战》 运营负责人叶菁、自
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郑
新庆研究员、金铲铲主播 A－
FU 阿福、 高校杯冠军皮卡队
长和媒体代表组成的海洋探
访团一起，开启了珊瑚保育之
旅。

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探
访团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了
潜水技能培训、珊瑚普查以及
珊瑚馆探访。 普查当天，在聆
听专家讲解关于下潜调查注
意事项和辨别珊瑚种类、判断
海底基质等相关海洋知识后，
探访团顺利完成了水下普查
和记录珊瑚照片工作。

作为大自然最伟大的造
物之一， 珊瑚礁是坚韧的，亿
万年来始终稳固地守护着蔚
蓝的海洋。 同时，其又是脆弱
的，污染 、气候 、人类活动都
会造成其退化。 尽管在科研
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管辖
海域内的珊瑚保育工作已经
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
但仍然任重而道远。

珊瑚保育工作并非朝夕
之功。 据介绍，《金铲铲之战》
与 PADI 携手开展珊瑚保育
主题活动除了想要贡献一份
力量，更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
人了解珊瑚保护这项与海洋
环保同时也与每个人息息相
关的事业。 （皮磊 ）

全国珊瑚保护日系列活动：
跨界联动，保育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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