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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

以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

公益资讯 INFOS

近日， 北京春晖博爱公益
基金会（以下简称“春晖博爱”）
在阿里巴巴公益平台发起的

“春晖妈妈守护孤儿”XIN 益佰
项目和“中国妈妈-春晖妈妈守
护孤儿”项目正式结项。 春晖博
爱得到了三只松鼠旗舰店、蓝
鲸图书专营店、益博思旗舰店、
小鹿蓝蓝旗舰店、 达达妈咪生
活馆、 十月结晶旗舰店等百万
家爱心商家的支持， 累计筹款
683 万元， 共同帮助超过 1400
人次的孤残儿童得到妈妈般的
关爱和专业的教育抚育。

据悉， 作为阿里巴巴公益
的长期合作伙伴， 春晖博爱的

“春晖妈妈守护孤儿”
项目已开展六期，并
于 2020 年入驻“链上
公益”平台，通过区块
链追溯技术， 帮助用
户更好地了解善款执
行，实现透明公益。

2021 年， 天猫母
婴行业携手包括春晖
博爱在内的四家公益
机构， 共同启动中国
妈妈计划， 带动行业
爱心商家设置“公益
宝贝”定向捐助“中国
妈妈-春晖妈妈守护

孤儿”等多个儿童关爱类项目。
“XIN 益佰计划”由阿里巴

巴公益于 2021 年 3 月推出，聚
焦大健康、 儿童领域和应急响
应三大议题，2022 年新增老龄
关爱、乡村人才振兴、应对抗疫
新形势等当下社会发展中的关
键议题， 计划在未来三到五年
内，联合国内公益行业伙伴，广
泛发动行业力量，打造至少 100
个公益好项目， 让阿里平台百
万商家和数亿消费者成为公益
创新的强力后盾。

今年阿里巴巴公益生态伙
伴交流会数据显示， 去年一年
内，淘宝上 228 万商家、超过 5

亿消费者用公益宝贝的方式支
持优质公益项目。

春晖妈妈作为春晖博爱的
品牌项目， 服务民政部门儿童
福利机构内 0-18 岁的孤残儿
童，遵循“全人、全纳、全程”的
融合教育理念， 根据儿童各年
龄段以及不同残障程度特需儿
童的发展特点开展的回应式教
育抚育综合性项目， 旨在促进
儿童的全人综合发展。

目前， 该项目已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117
家儿童福利院，累计近 18 万儿
童受益，培训儿童照料者约 2.6
万人。 （高文兴）

日前，在石榴庄综合文化中
心的慈善义工之家，北京市慈善
义工联合会开展了“强国复兴有
我，慈善义工同行”主题活动，以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北京
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副会长王百
玲表示，慈善义工联合会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开展群众性主题宣
传活动，希望通过多种形式的公
益服务活动传播真善美，鼓励更
多人参与到慈善活动中。

据了解，北京市慈善义工联
合会 180 多万慈善义工和 5000
多个二级组织全力开展“节日零
垃圾”“文明出行”“打造整洁文
明安全北京城”、 推选“最美义

工” 以及“抗疫战线上的平安
红———百名义工展” 等特色活
动，用实际行动迎接二十大。 活
动上，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对
近期工作中的 10 个优秀团队和
10 名优秀个人进行了表彰。

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常
务副会长、秘书长陈志斌表示，
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已经成
立 11 年，现有 187 万慈善义工
队伍活跃在各行各业， 一起为
推动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
量。 主题活动的开展旨在号召
更多人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
来， 传递最美义工服务的志愿
精神， 让慈善义工精神进一步

发扬光大。
主题活动后，现场慈善义工

们走进位于石榴庄综合文化中
心的“慈善义工之家”。 现场有人
沉浸式体验“益智游戏”，有人在
“倾听小屋”讲述自己的故事，还
有慈善义工们在专业人士的指
导下学习“身边急救”常识。

据悉，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
会正发动 5321 支慈善义工队
伍、187 万名慈善义工开展“节日
零垃圾”“文明出行”“打造整洁
文明平安北京城”等特色主题活
动，活动规模覆盖北京市各个公
园、主要景区、交通十字路口以
及社区街道等。 （李庆）

日前，“福特优行创新训练
营”走进中国传媒大学设计思维
学院， 并作为设计学院 2022 年
度首次开设的“设计思维微专
业”开场课程，助力 45 名本科生
和 11 名 MBA 学员通过快速学
习和体验设计思维的创新方法
与工具， 以小组共创的方式，为
出行痛点提出具体解决方案，从
而提升参与者的创新创造能力。

“福特优行创新挑战赛”是
福特汽车于 2018 年启动的公益
项目，旨在通过赛、训结合的方
式，挖掘和培育出行领域的创新
人才。 项目启动以来，累计吸引
了来自 165 所高校的 600 多个
创新项目报名参赛， 为 3000 多
名青年学生提供了近 2000 小时
的培训赋能。 2022 年 7 月，“福特
优行创新训练营”作为大赛的重
要赋能环节，面向公众开放报名
通道，围绕真实出行痛点，开设
思维训练课程， 为青年创新赋
能。 首期“福特优行创新训练营”
共收到来自全球 140 多个院校
的 220 余名青年报名， 并产出 8
个具有创意的有效解决方案。

通过一系列社会调研， 本期
“福特优行创新训练营” 的主题聚
焦“如何缓解电动汽车车主的使用
焦虑， 提升使用体验”。 围绕该主

题，福特电动车家庭充电业务经理
刘继栋为同学们带来了“电动汽车
发展”主题分享，福特电动车学院
培训讲师徐文渊、赵刚为小组共创
项目打磨和路演进行了辅导和建
议。福特汽车希望以此吸引青年群
体关注电动车的发展，为新能源技
术迭代升级培养新鲜血液，并引导
消费结构逐渐向绿色转型。

“真实的出行痛点与创新设
计思维的碰撞， 为未来人才的培
养提供了全新的平台。”福特中国
传播总监毛羽表示，“我们希望通
过‘福特优行创新训练营’启迪和
激发青年人的创新思维， 带领大
家实现从零到一的创新思维突
破。 而此次福特汽车携手中国传
媒大学设计思维学院的合作，开
启了全新的‘企业+高校+公益’
的创新教育实践。 ”

设计思维学院院长税琳琳表
示：“创新能力是未来人才的核心
竞争力。 在校长廖祥忠教授的推
动下， 设计思维创新教育每年覆
盖 2800 名中传学子，还开设了专
门的设计思维微专业。 我们非常
期待看到本次福特优行创新训练
营上青年人飞扬的创意火花。 ”

截至目前，2022“福特优行创新
挑战赛”已决出 8强项目，并计划于
10月举办全国总决赛。 （张雪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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