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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筑梦课堂受益学生达 200万人

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是
2022 年四川省第三批城乡社
区治理试点县，以此为契机和
支点，该县坚持党建核心引领
作用， 聚焦新时代社区治理
“高、实、优”三大目标，稳步推
进、精准发力，大力探索社区
治理的新理念、新机制、新模
式、新场景，确保高质量完成
各项试点任务。

试点工作是一项全新的
探索性、 系统性和责任性工
程。 自确立为试点县以来，威
远县坚持责任当头、注重系统
谋划，在“高”字上着眼布局，
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县长为
组长的城乡社区治理试点项
目工作领导小组，38 个省级
城乡社区治理试点项目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试
点镇、社区负责人、在地社会
组织代表等多元主体参加了
试点工作启动仪式。为高质量
推进试点工作，威远县特开展
了蓉城研学班，通过 3 天的课
程学习与 1 天的实地参访，推
动参训人员转变传统社区治
理理念。

为进一步增强威远县在
地社会组织与社区社会组织
（自组织） 的项目撰写能力与
撰写专业性，拓展社区治理项
目撰写的逻辑思维，规范项目
管理方式，切实提高其申报项
目的积极性，今年 10 月，威远

县开展首届公益创投大赛项
目撰写培训会，30 余个社区治
理项目通过初审进入现场评
审答辩环节，最终确定拟立项
目 20 余个。

11 月 17 日， 威远县举行
了“首届公益创投大赛”签约
仪式，这标志着威远县首届公
益创投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
段。 接下来，枢纽型社会组织
作为平台方将持续为各社会
组织、自组织项目进行项目指
导、项目督导、项目执行能力
提升、团队建设等方面的培育
与陪伴工作，为公益创投大赛
立项项目的执行提供支持。

威远县首届公益创投大
赛立项评审后， 为精益求精，
确保入选项目做实做细，成都
枢纽型社会组织邀请专家多
次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围绕项目目标、 项目内容、项
目预算及项目评估等多个方
面的内容一对一指导社会组
织优化项目，提出切实有效的
指导建议，促进在地社会组织
项目服务内容更加精细化、精
准化。

通过城乡社区治理持续
有力的开展，威远县有效推动
社区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
下移，“威远路径”“威远样式”
“威远品牌”逐步成形成势，进
一步助推了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于俊如）

四川威远以公益创投大赛
推动城乡社区治理

第 17届·2022 爱心奖揭晓
腾讯主要创始人之一陈一丹入选

日前， 由港澳台湾慈善基金
会爱心奖、UA 亚洲联合财务主
办，凤凰卫视协办及制作，北京东
西方慈善论坛、 香港陈守仁基金
会、许晓晖纪念基金、台湾吴修齐
公益基金会、吴俊杰公益基金会、
现代财经基金会、 台北科技大学
校友总会协办的“第 17 届·2022
爱心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主会场
凤凰卫视大埔总部、 北京凤凰中
心分会场同步举行。 典礼节目将
于 202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
晚 10时于凤凰卫视中文台、欧洲
台、美洲台、凤凰网、凤凰秀以及

海内外平台凤凰官方账号首播，
12 月 25 日（星期日）晚 8 时在香
港台播出。

爱心奖终选委员会主席梁爱
诗表示：“爱心奖自 2006年创办以
来， 从香港启航， 延伸至台湾、内
地、全球华人，无论是慈善公益领
域、参选人涵盖地区、得奖人认受
性、奖金金额等皆层递式倍增。 香
港疫情三年来，爱心奖创办人林添
茂年年亲自参与甄选、筹办颁奖典
礼、擘画蓝图，得奖人都是名闻遐
迩、众望所归的大慈善家。 ”

第 17 届·2022 爱心奖得奖

人包括： 腾讯主要创始人之一、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武
汉学院及一丹奖创办人陈一丹，
中新社原副社长、北京大鸾翔宇
慈善基金会创始会长周秉德，北
京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创办人
邢戎，长稳社福慈善基金会创办
人、稳懋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暨总裁陈进财，身障医师陈
奇峯，香港慈善机构桂馨基金会
创办人、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发
起人康典，“爱基金”创办人蒋丽
萍，新加坡罗敏娜基金创办人卓
顺发。 （于俊如）

近日，由《可持续发展经济
导刊》、（中国） 北京市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以及日
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主办的
“第二届可持续发展（教育）论坛

暨‘日产筑梦课堂’2022 年会”在
海南海口市举行。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经理铃木昭寿（Akihisa
Suzuki） 介绍了日产筑梦课堂及
其取得的崭新成果。 他表示，日

产汽车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教育，
通过日产筑梦课堂为孩子们提
供了新鲜的学习体验，让他们切
身感受到“科技改变生活，知识
启发梦想”。 项目给学生们提供
了展示才华的平台，开展了“日

产画画画创意嘉年华”和“日产
智行创客嘉年华”编程大赛等活
动。 今年，“日产筑梦课堂”小程
序也正式发布，让线上的学习和
体验成为可能。 少年强则国家
强，日产汽车今后将继续与各方
合作，开展“日产筑梦课堂”，为
可持续社会发展所亟需的人才
培养贡献力量。

日产筑梦课堂是日产中国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社
会及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举措。 自 2013 年起，日产筑梦
课堂历经 9 年发展，已在全国 2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课程，
累计受益学生人数达 200 万人。
项目通过开展一系列多样化的
汽车主题 STEAM 课程及活动，
让更多的青少年享受到优质教
育，推动教育均等化发展，培养
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所亟需的
综合性人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优
先和对外关系部门高级顾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
会秘书长杜越表示，日产筑梦课
堂代表了未来人们的一种全新
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因为汽车与
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汽
车文化也能够符合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不断降低排放，同时又
方便人们的生活，那么将这些项
目结合在一起，也凸显了本次论
坛特色。

自 2013 年首次推出，日产筑
梦课堂项目已从最初的 2 个课
程发展到现在的 22 个课程，包
含汽车制造、汽车文化、环保、彩
绘、设计、智控驾驶 1&2、图形化
编程等在内的八个板块。 在寓教
于乐的同时，普及了汽车相关知
识与文化， 引导青少年关注科
技、关注环境保护、交通安全等
社会问题，为中国社会和汽车行
业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做出了
贡献。

明年即将迎来日产筑梦课
堂项目十周年，日产汽车将根据
社会与技术的发展潮流，继续创
新课程内容与授课形式，利用移
动互联技术强化在线课程并扩
展覆盖范围，同时将搭建更多平
台以展示学习成果，力争面向全
社会惠及更多青少年参与。

未来，日产汽车将在“推动
创新，丰富人们的生活”的企业
宗旨指引下，践行“在中国，为中
国”的承诺，持续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徐辉）

壹基金“为梦想开球”
呼吁关注乡村青少年足球教育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
壹基金发起“为梦想开球”公益
倡导活动，携手 5 家互联网公开
募捐平台、9 家爱心企业、35 家
社会组织以及多家媒体，向公众
讲述乡村孩子们的足球故事，为
孩子们的足球梦加油。

日前，壹基金乡村儿童足球
项目学校的孩子们在老师的组
织下，开展了丰富的足球活动；8
个省份、34 个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项目站点在乡村社区和城乡结
合社区组织了多项活动，培养孩
子们对体育的兴趣。

自 2019 年至 2022 年 8 月，
壹基金乡村儿童足球项目惠及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6 个县
（市、区），建设完成 43 座五人制
足球场， 培训乡村体育教师及区
县教研员 280 余人次， 在 281 所
乡村学校组建青少年足球队 395
支，目前在队学生 3000余人。

2022 年 1 月，中国足球发展
基金会与壹基金达成合作，开展
县域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以儿
童发展为核心，在四川省雅安市
辖区内的乡村学校推广普及足
球运动。截至 2022 年 12 月，该项

目已完成八座足球场的建设，同
时面向足球教师开展足球知识
普及培训活动。 2023 年，项目将
持续协助 96 所乡村学校青少年
足球队的组建和持续发展。

据介绍，此次壹基金“为梦想
开球”公益倡导活动得到了中国
足球发展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
益、腾讯公益、字节跳动公益、新
浪微公益、中国移动公益等平台
以及爱心网友支持。 壹基金方面
表示，希望更多人关注乡村学校
青少年足球教育，帮助更多儿童
开发运动潜能。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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