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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溢彩志愿服务升级行动发布
推出“一大平台三大行动”

11 月 16 日，2022 泰康溢
彩公益节举行。 本次公益节由

“银发力量”“财富向善”“人人
志愿”三个篇章组成，每个篇章
均设置了主题演讲和专题活
动。据介绍，泰康溢彩公益节旨
在倡导长寿时代下的积极老龄
观和泰康商业向善的价值观。

首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蔡
双， 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
基金会处处长唐晓明， 国家开
放大学党委副书记刘臣， 北师
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北
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
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创始人
王忠平， 北航社区党委书记兼
居委会主任刘同华， 泰康保险
集团创始人、 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 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发
起人陈东升等通过线上线下的
方式参与了本届公益节。

泰康保险集团总裁兼首席
运营官刘挺军表示，成立 26 年
来，泰康始终坚持商业向善，已
经建立起具有鲜明泰康特色、
专业化、规范化的公益体系，泰
康保险集团及董事长陈东升累
计公益捐赠超 14.8 亿元。 泰康
坚定布局医养事业， 并依托溢
彩基金会系统开展适老化公益
项目。未来，泰康将继续坚持商
业向善，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据介绍，2021 年 7 月，泰康
携手国家开放大学推出国内首
个全国性老年教育奖学金———
泰康乐学奖学金， 旨在鼓励全
国长辈践行终身学习精神，展
现长辈独立、自主、自强的享老
生活风采。 为响应泰康居民日
益增长的公益参与和慈善捐赠
需求， 泰康健投依托泰康溢彩

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泰康之家专
项基金正式成立并开展“乐泰
公益计划”，探索居民参与公益
慈善的落地解决方案， 传播积
极老龄观， 帮助更多长者活力
养老、健康养老，并促进为老服
务专才培养。

同时， 为帮助更多中国长
者拥有主动健康的生活方式，
泰康保险集团管委会成员、泰
康健投高级副总裁兼泰康之家
首席执行官邱建伟向国家开放
大学老年大学、 北京市慈善协
会和北航社区居民委员会代表
捐赠“活出年轻大脑”健康公益
包。 该公益包是“乐泰公益计
划”的首个落地项目，由泰康之
家老年文娱健康、 运动健康专
家研发，帮助 60 岁以上长者促
进脑健康，延缓大脑衰老。

现场， 泰康保险集团助理
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泰康溢彩
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应惟伟发布
泰康溢彩志愿服务升级行动，
推出“一大平台三大行动”，通
过成立泰康志愿者协会、 建立
志愿者激励荣誉机制、 建设志
愿服务基地、 提供公益配捐支
持等措施， 推动志愿服务更好
地开展。同时，他向全体泰康人
发出了每人每年志愿服务 4 小
时的倡议。

陈东升表示，创造财富、解
决就业、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
家与生俱来的三重责任， 泰康
自初创时就将公益和事业发展
结合在一起。“2018 年，发起泰
康溢彩公益基金会， 设立溢彩
千家养老捐助计划， 帮助困难
地区的孤寡老人更幸福地享
老。今后，还要在泰康内部建立

一个人人参与、人人有份、人人
光荣的公益平台。 ”

陈东升还结合自己长期以
来在楚商联合会、 武大校友会
和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等社会组
织的公益实践， 号召泰康人加
入公益、践行商业向善，共同打
造长寿时代泰康溢彩公益的美
好明天。

据悉， 为响应陈东升提出
的“全体泰康人加入公益、践行
商业向善”的号召，泰康保险集
团及各子公司员工积极捐赠善
款， 承诺捐款近 2000 万元，这
些善款将用于助老、 助学以及
乡村振兴等领域。 （皮磊）

日前， 由中国国际扶贫
中心、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
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互
联网新闻中心联合主办的
2022 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在
京召开。 会议公布了 104 个
获奖减贫案例，抖音集团“助
力乡村人才培养案例”及“丽
水宝藏古村”项目入选“全球
减贫案例”。

据介绍，“抖音助力乡村
人才培养案例”主要包括“乡
村守护人”“乡村英才计划”两
个部分。“乡村守护人”项目旨
在通过专业培训、定向扶持等
方式， 发掘乡村本地创作者，
激励他们围绕乡村美景、美食
特产、特色民俗、生产劳作等
内容方向进行长期创作。“乡
村英才计划”聚焦数字化“新
农人”培育，根据职业院校师
生、乡村创作者、乡村初创企
业家等不同人群需求，打造多

个专业课程，帮助他们更好掌
握数字化工具。

上述两个项目各有侧重、
互相配合，通过对乡村人才的
系统性培养，促活乡村内生动
力。 同时，依托“山货上头条”
“山里 DOU 是好风光”， 乡村
创作者、培训学员可以利用抖
音电商、 抖音生活服务等功
能， 共同助力家乡农副产品、
文旅产业发展。

“丽水宝藏古村”活动由
丽水市人民政府与抖音公益
联合发起， 利用达人探访、影
像内容拍摄等方式，助力中国
传统村落的记录、 推广和活
化。 活动期间，抖音上线“宝藏
古村”小程序，用户可以通过
图文、短视频等内容，在线游
览丽水 50 个国家级传统村
落，种草当地旅游景点、美食
特产。 通过展示古村的风土人
情、传统民俗，越来越多人开
始了解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

并参与到古村的保护中来。
上述项目均属于“抖音乡

村计划”。 该计划于 2021 年推
出，包括“乡村守护人”“乡村
英才计划”“山货上头条”“山
里 DOU 是好风光” 等公益项
目，分别聚焦人、货、景，通过
创作者激励、 数字化人才培
训、电商助农、文旅宣传等方
式助力乡村全方位发展。

过去一年，超 10 万名抖音
用户参与了“乡村守护人”话
题， 累计发布 65 多万条优质
内容，播放量超过 1500 亿；“乡
村英才计划”相关培训先后落
地云南、贵州等 10 个省份，累
计服务 25.8 万人；“山货上头
条” 重点扶持 69 个地标农产
品进行产业化发展，带动相关
区域农特产品销售 6895 万单；
“山里 DOU 是好风光”项目覆
盖 390 余个区县，帮助 1700 多
个乡村文旅商家累计增收 3.5
亿元。 （张明敏）

11 月 17 日，“中国好家
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校项
目落地浙江，这标志着由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
体育发展中心和北京华彬文
化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

“中国好家风”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入校全国公益项目在浙江
正式落地。

宁波财经学院财富管理学
院副院长姚鸟儿在致辞中表
示， 宁波财经学院建校至今 21
年，设有财富管理学院、国际经
济贸易学院等八个二级学院。
财富管理学院目前设有财务管
理、会计学、审计学、税收学四
个专业， 学院不断凝练学科发
展方向，打造高水平学科平台，
积极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和产学
研协同创新， 为行业企业提供
技术服务和智力支持。 学院成
立了家族企业研究院， 尤其重
视在培养行业专精人才的同时
深化学生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优秀家族文化的传承学
习，旨在以文化为根，为社会培
养专业扎实和文化深厚的优秀
人才。

“中国好家风”项目组委会
秘书长尹明庆表示，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其中
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
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亲仁善邻等， 是中国人民在长
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
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

体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具有高度契合性。 此次进入宁
波财经学院与师生们交流学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积极践
行文化自信的务实之举。“我们
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贯
通起来， 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
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传播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走向
世界。 ”

据介绍，作为主办方之一的
华彬文化基金会一直践行家国
情怀、文化传承的理念，在青少
年教育培养、 国际文化交流、文
化遗产保护等公益方向持续发
力，近年来更是加大了对青少年
教育培养的投入，在北京、大理、
咸宁金桂湖等地探索建立青少
年健康园区， 填补公益领域空
白。“中国好家风”项目第三年度
的开展是践行我国文化自信国
策的务实之举，也是企业社会责
任的创新推进，具有深远的社会
意义和公益价值。

记者了解到， 在积极开展
线下入校公益讲座的同时，组
委会也将在线上持续投放文化
名师课程， 以中华优秀传统家
风文化展开熏陶教育； 在线下
开展家风教育作品征集和各类
文体活动， 从多个维度为中国
青少年综合素养的提升搭建展
现平台， 力求将该项活动打造
成兼具社会效益和公益价值的
全国性文化公益品牌。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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