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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本田梦想基金：

以公益之力助青年学子逐梦

鼓励年轻人
勇敢追求梦想

本田梦想基金启动的 2017
年，正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持续向纵深推进的
一年。 然而，由于我国区域发展
的差异化和不均衡性，仍有部分
青少年因为家庭环境、经济条件
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无法坚持和
实现自己的梦想。

扶贫先扶智。 在这一大背景
下，以企业及社会组织等为代表
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精准设
计，从支持教育事业发展、青年
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发力，助力脱
贫攻坚及乡村振兴，为社会发展
培养时代所需人才，取得了显著
成效。

2017 年 9 月，本田梦想基金
在北京宋庆龄故居启动，并于一
个月后开启正式招募。 该基金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面向高校贫困
大学生开展选拔的同时，项目也
考虑到了偏远地区和高职院校
起点低、竞争弱、发展慢的情况，
特别选取部分中西部高职院校
进行重点合作，力求通过自身力
量引导资源的流动，引起更多社
会力量的关注和参与。

据了解，不同于传统的公益
形式，本田梦想基金强调对个人
支持的长期持续性和有效性，注
重在时间和资金上的投入。 该基
金的支持力度高于普通助学金
的标准，其不仅支持年轻人实现
自我价值，还期望他们在此过程
中起到带动和激励作用，让身边
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梦想的力
量。 在选择受助对象方面，该项
目会基于学员“梦想”的社会贡
献度、关注度、创新性、挑战性及
可实施性等多重标准进行评估，
其中，社会贡献度尤为重要。

来自长安大学自动化专业
的刘靖雯是本田梦想基金首批
八位学员之一。 她的梦想与环境
保护有关。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
注意到村子里四处都堆积着废
弃的葡萄藤，占用了很多公共空

间。 此外，以往村民们通过焚烧
处理葡萄藤的方式也会带来较
为严重的环境污染。

为寻找更为科学的葡萄藤
处理方式， 刘靖雯进行了一次
次的实地走访调查， 最终决定
采用以废弃葡萄藤枝种植食用
菌、菌包还田归土的方法。 这种
方法不仅能够保护环境， 也可
以为农户带来额外的经济收
益。 在由多方权威人士和专家
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看来， 刘靖
雯的环保梦想不仅帮助当地村
民保护了环境， 也为村民带来
了致富增收的新思路。

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张浩
是本田梦想基金第四期学员，他
的愿望是把创客教育带给欠发
达地区的孩子们。 在他看来，创
客教育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科
学素养和创新意识，锻炼他们的
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
“然而， 目前仍有很多孩子没有
机会接触到以机器人制作、编程
为主要内容的创客教育。 ”

作为学校“筑梦未来”公益
团队的负责人，张浩带领团队在
本田梦想基金的支持下开展了
系列创客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
调研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并邀请
优秀创客代表赴欠发达地区中
小学开讲座，开拓孩子们思维与
眼界。

张浩表示，十分感谢本田梦
想基金对他个人梦想的支持，他
将和团队一起“继续用创客教育
点亮逐梦之路，不忘初心，做‘西
迁精神’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树立服务社会的意识
和决心

有研究指出，热心公益事业
的大学生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神
经末梢。 大学生群体整体接受教
育水平较高且社会责任意识较
强，在传播公益理念、实践公益
行动方面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
作用。

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第五
期学员郭维燕希望打造乡村养

老服务空间， 改善乡村养老环
境；来自西北大学的第四期学员
段国锐希望宣传家乡农产品，增
加农民收入；来自宁夏大学的第
三期学员马杰希望组织乡村夏
令营， 为更多乡村孩子带去快
乐；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第二期
学员阿来·藏别克希望在家乡开
设律所， 帮助乡亲维护合法权
益；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第一期
学员卢双锦华希望建设认知症
服务平台，助力中国精神卫生事
业发展……记者通过对比五年
来本田梦想基金受助学员名单
及学员“梦想规划”发现，“公益”
是很多学员梦想的关键词和出
发点。

据记者了解，除为学员提供
资金支持外，项目还将提供专业
的实践指导，并通过一系列见学
体验活动拓宽学员视野，从而帮
助他们实现个人综合能力的提
升和全面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
田梦想基金还为学员们创造了
参与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公益
活动的机会，通过一系列公益实
践帮助学员树立关注公益、服务
社会的意识和决心。

五年来，已有来自全国数百
所高校 5000 余位青少年报名申
请本田梦想基金， 累计有 36 位
大学生成为受助梦想学员。 在新
一届梦想学员开始招募的同时，
往期学员会通过线上线下不同
的形式分享自己的感悟和收获，
并和项目负责人开展深入交流，
同时向更多学生宣传本田梦想
基金和项目公益理念，在高校中
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影响并带动
更多身边的人参与公益。

来自成都理工大学的冯尹
艺是本田梦想基金的第四期学
员。 2008 年，突如其来的地震让
她失去了父亲， 家中痛失顶梁
柱。 自那时起，如何让更多人免

于不幸的念头，在她心中逐渐埋
下种子。

考入大学后，冯尹艺积极利
用身边的资源，和老师及同学合
作， 不断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
力。“我开始组建团队，整理相关
学术研究成果和资料，宣传地质
灾害防治措施，希望可以用通俗
易懂的方式向广大群众普及相
关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地质灾
害，学会地质灾害防护措施。 ”

在本田梦想基金会的支持
下，冯尹艺组织团队，通过“课堂
科普+每户线下科普+制作彝语/
藏语等多民族语言科普物料”等
形式，在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
自治县开展地灾科普，培训科学
防治和逃生知识，实现了四川省
内地灾高发区的扫盲式科普，累
计覆盖人数超千人。

让学员在实践中
得到锻炼和成长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创造社
会价值，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近年来，本
田紧密围绕安全、环境、教育等
领域投身公益事业，积极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

自 2008 年起，本田在华企业
联合植树活动开始在中国沙漠
化较为严重的内蒙古地区展开，
该活动是一项长期的公益环保
项目，旨在通过植树造林遏制土
地荒漠化进程。 截至 2022 年，该
活动累计投入 5000 万元， 栽种
树木 196 万余株，总绿化面积达
到 21500 亩。 除提供植树资金
外，本田还积极组织在华关联企
业员工参与植树造林活动。

在此之前，本田节能竞技大
赛于 2007 年进入中国。 据介绍，
这是一项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创造节约型社会为主题的社会

活动，旨在使参赛者通过亲自参
与和体验创造的过程，共享本田
长期倡导的环保理念以及挑战
精神，演绎节能对地球环保的重
要意义，进而提高全社会的节能
环保意识。

本田梦想基金的设立，可以
看作是本田进入中国后在积极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个
拓展和延申。

今年 11 月 8 日， 本田梦想
基金第六届招募全面启动，招募
活动面向全国范围内在读家庭
经济困难的大学生群体。 记者注
意到，不同于其他面向大学生群
体的公益项目，本田梦想基金没
有选择广覆盖、广受益的参与方
式，而是严格通过报名、初选、面
试与决选等程序，选择最合适的
学生作为受助对象。 每位申请者
都需要清晰地讲述自己的个人
梦想，并就如何实现梦想做出详
细规划。

在项目执行中期，项目负责
人还会对每一位学员进行考核。
除了介绍自己的项目设计初衷、
执行计划，学员们还需要详细汇
报项目实施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及时发现遇到的问题，调整执行
方向。 这种做法，能够保证项目
总体质量可控，也能够让学员在
实践中得到锻炼，学会反思。 本
田不断在项目发展过程中践行

“期盼每个人都能通过挑战实现
自己独特的梦想，成为肩负中国
未来的优秀人才”的项目初衷。

“做中国社会期待存在的企
业” 是本田在中国最朴素的梦
想。 多年来， 本田围绕安全、环
境、教育等领域积极投身公益事
业，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未
来， 本田将继续秉持扎根中国、
深耕中国的信念，通过积极开展
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实现与中国
社会共同成长的目标。

■ 本报记者 皮磊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本田梦想基金的支持和鼓励 ， 让我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 ”从小热爱速滑运动的张楚

桐一直以 “成为世界冠军 ，为祖国争光 ”为梦想 ，在实现梦想的道
路上 ，她始终坚持刻苦训练 ，在国内外各项大型赛事都取得优异
成绩 。

除了运动员的身份 ，张楚桐还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本田梦想
基金第三期的一位学员 。 该基金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由本田携手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创立 ，旨在对敢于追逐梦想并勇于为实现
梦想而挑战的青少年提供支持与帮助 。张楚桐的逐梦经历也是当
下中国青少年不惧困难 、勇于挑战自我的一个缩影 。

记者了解到 ，本田梦想基金由本田提供捐赠资金 ，除提供经
济支持外 ，还会给予学员更为专业的实践指导 ，通过多元的见学
活动帮助学员提升个人综合能力 ，在实现个人全面成长发展的同
时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截至目前 ，该项目已完成五届招募 ，全国
数百所高校 5000 余位青少年申请报名 ，累计有 36 位优秀大学生
成为受助学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