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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未来科学大奖周

科学家向青少年传递科学精神

公益资讯 INFOS

近日，由“七只小鹿公益研
学” 组织的企鹅保育员公益研
学活动在太平洋海底世界举
办， 十余组家庭聆听了企鹅知
识讲座， 深度了解企鹅生活习
性、科普知识、安全培训等相关
内容， 孩子们还通过为企鹅铲
屎、喂食，以及捡拾场馆垃圾等
方式，贡献自己的公益力量。

“七只小鹿公益研学”是依
托 10 多年志愿服务行业经验
而推出的针对于中小学公益研
学项目，专为 6-15 岁中小学生
提供志愿服务教育，开展“中小
学志愿服务+”的行动。

进入场馆后， 家长和孩子
们先在饲养员老师的带领下，
了解企鹅的种类及习性。 小朋
友们还亲手给企鹅宝宝制作食
物，随后身穿防护服，在饲养员
老师的培训和指导下， 喂养企

鹅，变身为小小铲屎官，帮助企
鹅宝宝们打扫日常生活环境的
卫生， 感受企鹅保育工作者的
日常。

“通过培训学习，我了解到
企鹅不是鹅类而是鸟类， 企鹅
的腿和膝盖是藏在肚子里的，
企鹅家族中体型最大的物种是
帝鹅，最小的是小蓝企鹅……”
来自朝阳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
分校一年级的丁同学分享道。

据丁同学介绍， 他们现场
接触的是温热带企鹅———洪氏
环企鹅， 这种企鹅属于易危物
种， 目前自然界存在的数量在
3300-12000 只， 需要大家关注
和保护好它们。

近距离帮助完企鹅宝宝之
后，小朋友们化身小志愿者，帮
助工作人员清理海洋馆内的垃
圾。 活动最后，“七只小鹿公益

研学”为参加这次公益研学活动
的小朋友们颁发了志愿服务时
长证书。

参与活动的多位家长和小
朋友们表示，这次活动特别有意
义，孩子们不仅近距离接触企鹅
宝宝， 感受企鹅的憨厚可爱，还
增强了保护动物的意识。

作为连接中小学志愿服务
的桥梁，七只小鹿围绕“劳动教
育、体育运动、自然环保、传统文
化、科技创新、应急避险、关怀倡
导”七大主题活动，通过 PBL 项
目制学习方法，开展社会公益实
践活动，让更多孩子从小了解公
益、参与公益，开拓孩子的好奇
心、认知观、社会公民意识、解决
问题能力与生活能力，增强孩子
的团队合作意识，提升自身综合
素质，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和社
会实践能力。 （李庆）

近日，2022 未来科学大奖周
正式落幕。 为期 4 天的大奖周包
含获奖者学术报告会、 科学峰
会、获奖者对话青少年等系列活
动。 期间，近百位全球杰出科学
家、专家学者共同聚焦世界前沿
科学新知，共襄科学家盛宴。

未来科学大奖设立于 2016
年，由科学家、企业家群体共同
发起。 未来科学大奖关注原创
性的基础科学研究， 奖励在中
国内地（大陆）、香港、澳门、台
湾取得杰出科技成果的科学家
（不限国籍）。 未来科学大奖目
前设置“生命科学奖”“物质科
学奖” 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奖”三大奖项。

未来科学大奖周以“弘扬科
学精神、礼赞科学成就”为使命，
以“前瞻视角引领公众探寻科学
前沿”为共识，发挥“风向标”作
用，与公众共享精彩的科学盛宴。

今年的未来科学大奖周推
出了“特别策划：仰望星空对话

未来”。 嘉宾们围绕“与未来科学
大奖的渊源”“全新视觉标识的
寓意诠释”“历届获奖人科学成
就及对世界的影响”“青年科研
工作者对科学事业的展望”等话
题展开对谈。

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学术
报告会分别与南方科技大学、香
港大学联合举办。 2022 未来科学
大奖获奖者杨学明、莫毅明分别
阐述其获奖成果，众多杰出科学
家们亦分别围绕专题领域进行
主题报告并展开学术交流。

11 月 25-26 日，2022 未来
科学大奖周科学峰会线上举办。
来自国内外 30 多位全球顶尖科
研机构专家学者，围绕六大专题
领域，分享最新科学发现与科研
成果。 青年科学家和青年学子们
作为未来科研创新发展的主力
军，与学术大咖展开专业领域的
对话交流。

11 月 27 日，“科学点燃青
春———2022 未来科学大奖获奖

者对话青少年”系列活动全网播
出，杨学明教授、莫毅明教授分
别与青少年线上线下对话，向他
们讲述科研故事、 分享人生经
历，激励未来一代走上科研创新
之路。 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合作学
校云南保山市施甸县小官市小
学、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合作学校
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隆街镇百
叟小学等十余所小学、初、高中
以及高校学生，带着对于科学家
的好奇，以及对学习方法、科技
未来发展趋势的疑问，与科学家
们线上线下畅聊未来。

未来论坛发起人兼秘书长
武红在 2022 未来科学大奖周闭
幕时表示，未来，大奖将持续朝
着成为全球公认的百年科学大

奖这一目标日夜兼程，希望通过
一年一度的未来科学大奖周等
创新科学公益活动的举办，让科

学之光照亮世界每一个角落，将
科学精神传递下去，让科学精神
影响世界、影响下一代。 （王勇）

七只小鹿公益研学项目走进海底世界
呼吁保护易危物种动物

记者获悉， 即日起消费者
在饿了么平台上带有“爱心商
家”标签的店内每一次下单，商
家都会向公益事业捐赠一笔善
款。 据悉，挪瓦咖啡成为首个上
线“爱心商家”的品牌，包含其
所有饿了么门店， 覆盖超过 80
个城市。

“爱心商家”登陆饿了么，
是通过交易捐模式带动商家和
消费者参与公益的又一探索。
饿了么上每个餐饮商家品牌都
能以门店为单位选择成为“爱
心商家”。 完成设置后，有效期
内该门店的每笔订单都将自动
捐赠指定金额至相应的公益组
织或项目。

据了解，挪瓦咖啡的爱心捐
赠将支持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发起的“爱加餐”项目，改善欠
发达地区儿童的营养状况。挪瓦

咖啡创始人郭星君表示：“当得
知‘爱心商家’项目后，我们都认
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
第一时间就决定所有饿了么上
的门店都要加入。挪瓦的标志是
一匹有爱的小橙马，我们希望通
过由每一杯咖啡汇聚成的点滴
关怀，把这份阳光和温暖带更多
的小朋友。 ”

依托阿里公益多年成熟的
平台公益运营能力，饿了么“爱
心商家”具有公开、透明、便捷
等特点。 商家将受邀通过探访
等方式监督公益项目的执行，
还可以在线申领捐赠票据，享
受相应的捐赠税收抵扣政策。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项目
负责人表示：“很高兴‘爱加餐’
成为饿了么‘爱心商家’首个支
持的公益项目。 这种公益捐助
模式大大增加了商家和用户的

参与感，让人们通过日常的点餐
就能为需要帮助的孩子加餐，其
中所孕育的情感联结正是公益
中最珍贵的力量。 ”

“一杯‘有爱’的咖啡，制作
过程都觉得有了特别的意义。 ”
上海挪瓦咖啡普陀陕西北路店
的咖啡师小马感慨，“我们店特
意制作了一些贴纸，贴在咖啡杯
上告诉点单的顾客，我们正在一
起做一件有意义事情。 ”

饿了么公益负责人认为，淘
宝“公益宝贝” 开创的交易捐模
式， 培育了一代电商从业者及消
费者的公益意识。而随着“爱心商
家”的上线，饿了么希望推动公益
意识逐渐融入一日三餐的新场景
中。“‘爱心商家’会令做公益变得
简单———它并不需要很大的决心
和投入， 只需在日常中点滴中养
成一个小小习惯。 ” （张雪弢）

饿了么上线“爱心商家”项目
挪瓦咖啡为乡村学童加餐

“我们和卡塔尔队 3:3 平
了！ ”日前，在位于卡塔尔多哈的
足球训练中心 Evolution sports
Academy，来自 2022“希望工程·
蒙牛 FIFA 精英夏令营”的 11 名
中国足球少年，与卡塔尔青少年
足球队举行了一场“中卡青少年
足球友谊赛”。 这也是蒙牛学生
奶首次陪伴中国足球少年，在世
界杯期间与东道主国小球员学
习交流，展现中国足球少年的运
动风采。

在比赛前，中国足球少年们
还为卡塔尔足球少年带来一份
特别的礼物———中国传统的“蹴
鞠”文化。 中国临淄蹴鞠队的第
七代传承人李伟鹏在现场进行
了“白打蹴鞠”表演，展示蹴鞠比

赛的花样和技巧。 中卡小球员们
也换上了中国传统的蹴鞠服饰，
共同尝试和体验蹴鞠，感受凝结
了两千年历史积淀的足上球类
运动风采。

至此，持续半年的 2022“希
望工程·蒙牛世界杯少年足球公
益行”也将走向高潮。 自 7 月项
目启动以来，蒙牛学生奶协同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开展了包括全国“足球
少年”选拔、“蒙牛青少年足球夏
令营” 等在内的多项公益活动，
受惠群体涵盖“蒙牛营养普惠工
程”“传薪计划” 等社会公益项
目，帮助全国更多足球少年追梦
绿茵场。 （于俊如）

蒙牛学生奶
陪伴中卡足球少年花式开踢

� 近日，“理想课程： 国际理
解教育的课堂实践”———成都市
第十届国际理解教育学术年会
暨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从理
念到实践： 国际理解教育课程
体系框架 2021-2022》报告发布
会在北京、 成都双地举行。 会
上， 来自一线的教师代表带来
现场课例展示，同时，与会专家
们就“国际理解教育理论与实
践”展开深度对话。

法政国际教育创始人、北京
王府学校总校长、 北京市工商
联（商会）副会长王广发表示：

“国际理解教育实际上是全球
化时代多边国际关系创新发展
需要的包容和谐教育、 深度开

放教育，这是国家新时代、国际
新时代最高新坐标的需求。希望
每一位参与者能通过此次活动
获得思想、思维、认识上质的变
化，可以通过今天的思想碰撞与
对话交流，为国家教育、国际教
育创新发展，理解教育内涵素养
发展、全面融合发展创造更好的
发展平台。 ”

未来， 北京王府公益基金
会国际理解教育项目将继续致
力于国际理解教育领域前沿问
题、重点问题研究，持续推出研
究成果，开展教师培训、青少年
学生国际交流项目，搭建一个
链接国际理解教育实践者的
平台。 （张明敏 ）

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
推动国际理解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