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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儿童发展论坛在京举行
提出加快儿童服务人才队伍发展

近日， 由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联合阿里巴巴公益、 北京
陈江和公益基金会主办的 2022

年“乡村儿童发展论坛”以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 论坛以
“乡村儿童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与乡村振兴”为主题，来自政府
部门、专家学者、公益机构等相
关方的代表， 围绕乡村儿童发
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等话题进行
了交流分享。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宋文珍、国家乡村振兴
局社会帮扶司副司长刘胜安、民
政部儿童福利司权益保护处处
长许立阳、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郑文凯分别致辞。

围绕论坛主题“乡村儿童服
务人才队伍建设与乡村振兴”，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
事长刘文奎， 阿里巴巴合伙人、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
利军，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理
事、金鹰中国副总裁赵勇分别阐

述各自机构的工作实践与体会。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联
合发布了《中国乡村儿童发展报
告 2022》，在回顾 2022 年度进展
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乡村儿童发
展事业进行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院长王振耀解读报告时指
出，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一套
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儿童服务
队伍体系，但依然面临人才队伍
总量供给不足、 局部结构失衡，
培训体系薄弱、 培训效果不足，
职业认证体系有待完善，社会评
价体系急需优化，政企社联动有
待加强等严峻挑战。

报告建议， 应该紧抓儿童

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新机遇，围
绕体制机制建设， 加快儿童服
务人才队伍发展， 补齐公共服
务短板。 首先，立足乡村人才振
兴框架， 强化基层人才队伍开
发机制； 其次， 围绕多种类人
才， 完善专业化培训平台合作
机制；再次，打造样板项目，落
实重点人才工程创建机制；最
后，激发人才队伍活力，深层次
推进激励机制。

论坛上，阿里巴巴公益基金
会副秘书长、平台公益负责人孟
思妤，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
书长颜志涛、 秦伟还分别为高
级、中级、初级培训师的“童伴妈
妈”们颁发了基层儿童服务实践
者证书。 （王勇）

广东开展“黔货进社区”消费帮扶活动
首场直播即带货 265万元

10 月 12 日， 香港未来科学
大奖基金会与香港科学院举办
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于 10 月 23
日首度联合主办国际前瞻性的

“香港论坛·科学建未来” 活动，
论坛将在香港科学园高锟会议
中心举行，并于深圳南方科技大
学设立分会场，活动将以两地连
线交互方式进行。 本次论坛汇聚
20 余位科学家，包括 8 位“未来
科学大奖” 获奖者（含本年度 2
位获奖者），围绕生命科学、物质
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三大领
域展开前沿科学研讨。

科学“建”未来以科学之名
和公益行动， 凝聚学界智慧、带
动社会力量，以“交流”和“共享”
作为科学“建”未来的路径，用科
学的“确定性”力量，探寻未来的
建设方向， 共筑来自科学界的

“建设性”势能。
香港科学院创院院长、“香

港论坛·科学建未来” 科学委员
会联席主席徐立之表示，这次活

动旨在展示和推动香港作为粤
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中心的实
力和影响力，令大众更关注科学
发展，特别是在基础科学领域的
认识。

未来论坛理事及启明创投
主管合伙人梁颖宇表示，香港和
深圳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
既有研究基础， 又有应用实践，
应该通过加强合作，进一步发挥
两地优势， 形成引领和示范，助
力香港建设全球创新科技高地。

另外，香港科学院副院长及
香港大学化学系系主任兼讲座
教授支志明、香港中文大学李嘉
诚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及化学
病理学系系主任及 2016 未来科
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者卢
煜明、香港科学院创院院士及香
港中文大学荣休化学讲座教授
黄乃正等多位科学家还就生命
科学、物质科学、数学与计算机
科学三大范畴进行了一系列的
探讨及分享。 （张明敏）

以科学推动大湾区发展
“香港论坛·科学建未来”将在港举办

日前，广东东西部协作“黔
货进社区” 消费帮扶活动在顺
德碧桂园集团总部正式启动，
首场线上直播持续近 3 小时，
在线观看人数近 100 万人，销
售金额合计达 265 万元。

当晚， 黔货进社区首场直
播在“碧乡淘宝直播间”和碧桂
园服务“凤凰会”双平台同步开
启，奥运冠军何冲、何可欣等各
界爱心人士担任大使为活动助
力。 在贵州公益助农主播董悠
悠主持下， 国强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陈翀和碧桂园服务执行董
事、总裁李长江亮相直播间，共
同为鲟鱼产品、 黄金百香果等
贵州好物代言。

“黔货进社区”消费帮扶活
动由广东省乡村发展基金会、
国强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碧

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
碧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乡村
振兴共同体承办。

据了解，首场直播后，为期
一年的“黔货进社区”系列活动
正式拉开帷幕， 这次活动将借
助碧桂园服务遍布全国各地的
社区资源， 持续推出十场专题
直播，并联动千
家线下门店共
同带货，带动百
万业主共同参
与消费帮扶，在
帮助贵州优质
农副产品走出
大山、拓宽销路
的同时，也在家
门口为广大城
市社区业主提
供品质上乘、价

格实惠的消费新选择。
“乡村振兴事业靠单打独

斗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要广
泛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发挥
各方优势， 构建一个美好向
善、多方共赢的乡村振兴共同
体。 ”国强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陈翀说。 （张明敏 ）

“日产智行创客嘉年华”
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启蒙

近日，日产（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日产（中
国）”）首届“日产智行创客嘉年
华”编程大赛落下帷幕。

“日产智行创客嘉年华”
编程大赛是基于日产汽车的
公益项目“日产筑梦课堂”编
程教室发展而来，面向全国青
少年的线上编程教育普及和
竞赛活动。 活动设计寓教于
乐，在直播课程中，孩子们在
日产智能机器人“EPORO”的
带领下在线学习编程基础知
识， 参与线上答题小游戏闯
关。 在竞赛环节，编程作品制
作不仅需要选手综合运用课
程中所学知识，更需要选手发
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新力，运
用编程的力量让未来社会变
得更便捷、更友好。 来自全国
100 多所学校的 4000 余名选
手经过激烈角逐， 最终有 300

名进入决赛， 从中诞生了 10
名“创客之星”和 30 名“未来
之星”。

日产筑梦课堂于 2021 年
发布图形化编程系列课程，截
至目前已有 3 万名学生参与该
课程的学习。 2022 年暑假期间，

“日产智行创客嘉年华”编程大
赛活动通过线上形式开展，为
孩子们提供展示学习成果和自
身潜能的平台。

日产（中国）执行副总经理
铃木昭寿 （Akihisa Suzuki）表
示， 希望通过开展日产筑梦课
堂和日产智行创客嘉年华等一
系列活动， 让更多孩子掌握丰
富知识， 享受到优质教育和平
等的教育机会， 希望孩子们发
展成为有自信、 有担当、 能创
新、引领未来的新型人才。

日产筑梦课堂自 2013 年
启动以来， 通过不断丰富课程

内容、创新授课形式、拓展覆盖
范围等举措， 推动优质教育的
普及和教育均等化。 目前，课程
内容已涵盖汽车文化、制造、环
保、喷绘、设计、智能驾驶、图形
化编程等 8 个板块 22 个课程。
截至 2022 年 8 月，累计受益人
数已达 170 万人， 覆盖全国 22
个省份，并走进了全国 20 多个
主要城市的 100 余家日产专营
店。 预计到 2022 年底，累计受
益人数有望达到 200 万人。

未来， 日产汽车将继续推
进“日产筑梦课堂”公益项目，
在进一步丰富课程内容并与合
作伙伴合作填补教育领域“数
字化鸿沟”的同时，继续开展和
扩大“日产智行创客嘉年华”以
及“日产画画画”等相关活动，
让更多学生感受到汽车的魅
力， 助力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人才培养。 （徐辉）

《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报
告》显示，我国 0-14 岁自闭症
（孤独症） 儿童患者超过 200
万，并以每年近 20 万的速度增
长。 10 月 10 日，世界心理健康
日之际， 华住集团“华住会公
益·积分点亮计划” 正式上线，
聚焦我国孤独症儿童群体，携
手上亿会员参与积分拍卖孤独
症儿童画作等活动， 一起捐积
分、献爱心。

据介绍，“华住会公益·积分
点亮计划” 有两种参与方式，包
括积分竞拍和积分参与华住会
爱心团，每捐赠 100 积分，华住
会与上海汉庭社会公益基金会
将共同向上海飞叶艺术特殊教

育中心捐赠 1 元。
其中，积分竞拍活动的竞拍

品是由上海飞叶艺术特殊教育
中心孤独症孩子创作的系列绘
画作品，用户可在页面选择中意
的画作， 参与积分竞拍活动，最
高出价者可竞拍成功。

基于积分点亮计划 ，华住
还将与相关机构合作，以孤独
症儿童的画作制作公益主题
周边产品，或举办线下画展等
活动，用户可通过积分兑换周
边产品或画展门票，花费的所
有积分都将转换为爱心善款，
由华住会联合上海汉庭社会
公益基金会捐赠给孤独症儿
童学校。 （李庆 ）

世界心理健康日：
华住携上亿会员关爱孤独症儿童

“黔货进社区”推介助农产品鲟鱼水饺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宋文珍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