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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源·雪花公益基金联合“茅台王子·明亮少年”
开展公益助学

日前， 中华思源工程基金
会、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 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茅台酱香酒营
销有限公司、“茅台王子·明亮少
年”全国项目管委会、思源·雪花
公益基金在仁怀市举办捐赠仪
式，捐赠 100 万元善款，分别在
仁怀市鲁班一小、道真县大磏小
学开展“茅台王子·明亮少年”—

“播撒梦想·声传你我”公益助学
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捐赠助学
金、校服、图书、文体用品、办公
用品，开设“小小主持人”“艺术
通识”“教师培训”“阅读分享
课”等线上线下课程，旨在为受
助学校改善教育教学条件，促
进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推
动实现教育事业高质量、 均衡
发展。

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李晓林在视频致
辞中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
育，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
为新时代教育助学工作提供了
方向和指引。“希望贵州茅台酱

香酒营销有限公司、贵州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茅台王子·明亮
少年’全国项目管委会，继续支
持思源·雪花公益基金， 让更多
的山区学生受益。 ”

思源·雪花公益基金创始
人兼管委会主任、 中国传媒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原党委书记
薛永斌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思
源·雪花公益基金将不断整合

社会组织内外部爱心资源，协
调好高校、企业、社会爱心人士
等各方力量， 发挥好各方积极
性，通过教育援助、物质援助、
资金援助等多样化的方式对山
区师生进行扶持帮助， 争取让
每个学生真正从“有学上”向

“上好学”发展。
据了解，仁怀市鲁班一小始

建于 1928 年，建校至今，已近百
载，深受鲁班工匠精神、盐运精
神、长征精神熏陶，学校历史底
蕴厚重，人文历史悠久。 大磏小
学至今已有将近 80 年的历史，
以大磏 “磏”字之寓意（磨砺、坦
荡）确定了“磨炼自我、坦荡做
人”的育人目标和“培养明德向
善、尚美创新的好少年”的办学理
念。 2022年下半年，思源·雪花公
益基金选定这两所学校， 创新开
展“茅台王子·明亮少年”—“播撒
梦想·声传你我”公益助学活动，
让学生快乐学习， 健康成长，深
受学校师生们欢迎。 （徐辉）

中国青年守护飞鸟行动倡议发布
激发全球青年守护地球生态环境

近日， 中华环保联合会举
办“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
候变化协同”新闻发布会，中华
环保联合会青少年环境友好行
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华环保
联合会青少委”）与永续全球环
境研究所（GEI）代表分别围绕
气候变化与守护飞鸟、 生物多
样性金融工具和国际协作主题
进行了发布。

中华环保联合会青少委对
外发布《应对气候变化，中国青
年守护飞鸟行动倡议》（以下简
称《倡议》）。

“中国青年是助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引路人，
更是未来的创造者与引领者，
青年的理念与行动密切影响着
气候问题的前路。 ”中华环保联
合会青少委秘书长高锦怡首先

介绍了《倡议》的背景及意义，
同时她还表示，“通过《倡议》，
我们希望可以激发全球青年群
体守护地球生态环境， 共同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
精神魅力，为构建公平合理、合
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
献中国青年的智慧和力量。 ”

会上， 永续全球环境研究
所（GEI）发布了“海外基础设施
项目生态环境风险识别与管理
工具”（EMTI），并介绍“中非民
间生物多样性对话平台”。

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彭奎
博士表示，EMTI 是一款针对中
国海外投资生物多样性影响风
险评估工具， 通过项目地或潜
在投资项目的位置， 分析其对
保护区、关键生态系统、保护物

种、水环境、自然灾害、社会文
化等的影响， 从而分析其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部分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的潜在风险并提出应
对策略， 供银行或企业项目投
资决策参考。

GEI 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
项目官员王倩博士在介绍“中
非民间生物多样性对话平台”
时表示， 该平台于 2019 年由
GEI 和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倡
议发起， 成员包括中国的公民
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CSABC）
和非洲公民社会联盟（ACBA）
的 160 多家民间机构， 主要开
展中非民间对话、 案例分享和
项目合作， 并重点在生物多样
性公约及气候公约大会上共同
开展活动， 成为中非民间自然
保护交流的重要桥梁。 （李庆）

12 月 3 日是第 31 个国际残
疾人日，由中国残联指导，中国
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星
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联合主
办的共享芬芳·共铸美好———

“仁美”书画摄影展，在北京民族
文化宫开幕。

此次书画展共展出全国知
名书画家、残疾人书画家、孤独
症儿童作品、助残将军作品和摄
影作品 200 余幅，题材多样，富于
时代气息。

开幕式上，星云文化教育公
益基金会向北京传统书画研究
会颁发了收藏证书，中国残疾人

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向星云文
化教育公益基金会赠送书画作
品，残疾人书法家现场进行了笔
会交流。

“仁美”书画展是中国残疾人
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品牌项目。
2015 年以来，先后赴浙江、内蒙
古、重庆、吉林、江西、陕西、甘肃、
云南、湖北、四川、香港、澳门、广
东等地进行百余场展览， 直接惠
及 30 余万残疾人，以艺术形式传
播“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展
现残疾人自强不息、 乐观向上的
精神风貌， 营造了扶残助残的良
好社会氛围。 （王勇）

“仁美”书画摄影展展示残疾人艺术

中华儿慈会启动“1212 有爱有爱公益日”
12 月 1 日，中华少年儿童

慈善救助基金会 （以下简称
“中华儿慈会”）正式启动第五
届“1212 有爱有爱公益日”活
动。 中华儿慈会联合腾讯公
益、 支付宝公益、 阿里巴巴公
益、 字节跳动公益、 新浪微公
益、易宝公益等互联网募捐平
台共同搭建爱的桥梁，联合哇
唧唧哇、南方健康、北京凡麒
文化、欢瑞世纪、东洋天映、乐
开心影业、 博纳家等旗下艺
人、医疗专家共同为爱发声。

活动期间爱心用户可以通
过支付宝公益的运动捐步参与

捐赠， 可以拍摄一条有趣的视
频完成抖音公益挑战赛， 可以
通过易宝公益的爱心捐赠获得
一幅专属编号的数字藏品，还
可以参与 #1212 有爱有爱公益
日 # 的微博话题互动， 共同呼
吁关注儿童公益项目， 一起守
护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 民族
的希望。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
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 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 党和
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儿童事业发

展， 先后制定实施三个周期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为儿童生
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权利的
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华儿慈会积极响应党
和国家的号召，本着“以慈为
怀，从善如流，呵护未来，促进
和谐”的办会宗旨，坚持走“民
间性 、资助型 、合作办 、全透
明”的道路，从少年儿童医疗、
成长、教育、文体等方面，对困
难的少年儿童开展救助与帮
扶工作，自成立以来，救助了
全国 31 个省份的 900 余万困
境少年儿童。 （武胜男 ）

近日，《2022 中国环境公益
机构湿地保护项目调研报告》正
式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
方大会（COP14）“CEPA 湿地教
育和保护论坛”发布。据悉，该报
告由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
在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SEE 基金会）、 红树林基金会
（MCF）、 老牛基金会以及万科
公益基金会特别支持下发起 ，
并委托北京明天美好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ABC） 具体执行撰
写，旨在展示中国湿地保护中的
民间力量。

该报告通过案头研究、问卷
调查、 深度访谈等方式对 22 家
参与湿地保护的国内环境公益
机构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梳理
国内环境公益机构参与湿地保
护的历程和作用，总结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

对未来行动方向进行展望。 报告
精选了 27 个湿地保护案例，呈
现了对未来中国湿地保护发展
的深度思考，可以成为环境公益
力量进一步深入参与湿地保护
行动的参考。

报告显示， 从 1949 年至今，
中国的湿地保护经历了意识启
蒙、摸清家底、抢救性保护、全面
保护阶段，并在 2022 年随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的出
台和实施而迈入了法制保护阶
段。 并且越来越多参与者也进入
中国湿地保护领域积极行动，形
成了由政府主导， 科研机构、公
益机构、企业、社会公众及媒体
共同参与的保护力量。 其中，公
益机构在直接实施湿地保护、开
展调研、普及公众保护意识、动员
社会化参与方面均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 （张明敏）

27个案例展示中国湿地保护公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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