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2 日， 中华儿慈会在
京举办了十三周年活动暨《社会
组织参与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领
域扫描及案例研究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发布会。

会上，中华儿慈会理事长王
林发表致辞。 他表示，13 年来，
中华儿慈会始终坚持“以慈为
怀，从善如流，呵护未来，促进和
谐”的理念，累计募集资金超过
50 亿元，受益人次超 1.1 亿。 通
过资助、联合劝募、社会组织赋
能等方式，助力社会组织积极参
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慈善事
业。 2023 年，中华儿慈会将持续
聚焦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和未成年人保护，助力少年儿
童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益生信管理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创始人刘媛现场发布
了《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领域扫描及案例研究报
告》，从“研究概述”“核心发现”

“研究建议”三方面对该报告进
行了梳理与阐述。 该研究聚焦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的关键
供给方———社会组织，通过行业
扫描系统梳理社会组织参与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的现状，为关注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议题的社会

各界提供一个更加清晰完整的
视角。

现场， 中华儿慈会理事长王
林为入选此次研究报告优秀案例
机构———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
展促进会、 兰考县正心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 云南连心社区公益基
金会、 广州市番禺区星爱共同成
长公益服务中心、 广州市映诺公
益服务促进会、 杭州市上城区长
腿信箱公益发展中心、 陕西妇源
汇性别发展中心、 甘肃兴邦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安庆市全人社会
工作发展中心、 广西浩德慈善基
金会颁发了证书。

中华儿慈会秘书长姜莹回顾
了 2022 年“1212 有爱公益日活
动” 的温暖瞬间以及相关数据。
在这次有爱公益日活动中，12 月
1 日-12 月 12 日期间，累计筹款
突破 705 万元， 捐赠人次达 9万
人次。

会上，中华儿慈会正式同南
方健康、四川省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达成战略合作，在全国范围内
积极推动公益品牌活动， 从艺
术、教育、心理、技能、成长、康复
等方面，为帮扶困境及残障少年
儿童发挥积极作用。

（李庆）

中华儿慈会发布研究报告
致力留守儿童关爱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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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普朗宁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科技让教育更公平

随着互联网基建、数字化技
术等落地普及，教育公平、优质
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得以更好
地实现。 其中，助力乡村教育振
兴，更多社会组织和爱心企业在
行动。赋能性的行动将致力于少
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及农村的
教育事业，发挥社会组织和企业
在乡村振兴和第三次分配中的
作用，帮助当地的孩子们构建更
为强大的看见未来、迎接未来的
能力。

2020 年， 教育科技企业托
普朗宁发起“助力新教改，点亮
心教育”专项捐赠计划，选取全
国重点欠发达、边远地区学校，
捐赠总价值千万元的 iEnglish
相关硬件设备， 并无偿提供技
术和教研人员对受赠学校持续
开展后续支持服务， 助力教育

扶贫。 2021 年，该公司联合中国
扶贫基金会（现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发起“公益未来 iEnglish
学业有成项目”，通过赋能性捐
赠， 持续赋能受捐学校英语教
师， 提升受捐学校的整体英语
教学水平。

2022 年，托普朗宁再次联合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深入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民族
中学和越西县越西中学、河北省
魏县四中、湖北省丹江口丁家营
中学、内蒙古科尔沁右翼牵旗大
石寨中学、贵州省望谟县望谟中
学等学校，送去先进的设备和教
育理念。

过去，受限于区域经济发展
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地域
教育资源差距大，师资、设备、资
源等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自 2009

年创立以来，托普朗宁就不断在
教育的底层逻辑和科技的创新
应用上寻求解决方案。

作为科技企业，托普朗宁多
年来不断探索， 用科技创新助
力乡村教育振兴， 以实际行动
践行“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最好
的教育”的企业使命。

在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合作捐赠的过程中， 多所边远
地区学校的校长及任课教师讲
道， 学校中英语基础差的孩子
提升较难，希望借助国家政策、
社会帮助以及爱心企业的捐
助， 在教育教学的信息化建设
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上，
不断取得突破。

相比于单纯的物资捐资，托
普朗宁的“赋能”性捐赠更能对
边远、 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
教育提供“质”的帮助。 在完成

iEnglish 设备捐赠之后的一定周
期内， 托普朗宁仍将与各受捐
校的任课教师保持同步沟通，
借助前沿的教研能力和资源设
备赋能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

“学”，配合乡村振兴战略，助力
乡村教育振兴。

为表彰托普朗宁在打赢脱
贫攻坚战及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中所做出的贡献， 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向托普朗宁授予“助
力脱贫攻坚卓越贡献” 奖章和
荣誉证书， 对托普朗宁过去的
公益工作及践行社会责任的企
业精神表示感谢， 并热切期待
与托普朗宁“继续紧密合作，同
心同力共赴新征程、 共创美好
未来”。 （高文兴）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10年累计投入超 1亿元，奖励 11570个平凡好人

1 月 12 日， 在“天天正能
量”项目十年评估报告发布会暨
凡人公益社会文化研讨会上，阿
里巴巴公益披露： 从 2013 年开
始，阿里巴巴联合全国主流媒体
发起“天天正能量”公益项目，每
天发掘、 鼓励和弘扬凡人善举，
唤醒社会正能量。目前该项目已
坚持 10 年， 累计投入公益金超
1 亿元，累计奖励 11570 个平凡
好人。

互联网公司的变化日新月
异，但“天天正能量”这件小事，
阿里巴巴已默默坚持 10 年，
11570 个“天天正能量”获奖者
的名字， 每一个都生动而具体。

“他们”是山东货车司机李保民，
疫情突发千里援鄂，嚼着山东煎
饼淡然地说“没钱可以出力”；
“他们” 是河南诚信包工头陈武
现，15 年打工还钱只求“诚信”
二字……而千方百计找到他们，
给予鼓励，是阿里公益“天天正
能量“团队成员的日常。

10 年坚持， 见证了什么？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 10 年项
目报告》数据显示：正能量人物
获奖地域分布上，河南、浙江、山
东、湖北、江苏、四川、辽宁、湖
南、陕西、黑龙江，成为十大获得
正能量奖次数最多的省份，其中
河南省获奖人数全国第一。

从获奖群体来看， 学生、医
护、司机、农民、小店业主，是始
终如一的爱心群体，而新时代村
官、快递员、外卖员、网络主播、
社区工作者等也不断涌现。 同
时， 凡人善举从以个人为单位，
转向更多地以家庭为单位。2022
年， 有 8%的正能量奖励最终发
放给家庭。

公益界专家学者追踪这 10
年 11570 笔奖励，在项目评估报
告中写下评语：“当个体善举的
微光通过社会评价体系的放大，
便会激励更多人效仿；这种个体
善举和社会评价体系的良性互
动有助于建立起善的循环，这也

正是天天正能量项目十年来所
积累的宝贵社会价值。 ”

“我们常说做好人难，做好
事不被理解，有时甚至会遇到种
种非难、 误解；‘天天正能量’项
目让德者有得、好人好报、有名
有实， 这是一种公益机制的创
新。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

一家科技企业，坚持 10 年，
投入 1 亿元，只为对平凡好人说
声“谢谢你”，感谢他们为社会带
来了正能量，值吗？ 阿里巴巴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军说，这件
事不仅“值”，还要坚持做下去。

孙利军表示，“天天正能量
是我们践行人人公益理念的重要
一环。 我们始终相信，改变世界的
不是科技，而是科技背后的爱与
责任。 下一个十年，我们将继续
专注寻找那些唤醒善与爱的故
事，再小的个体、再小的光芒，凝
聚起来都能成为满天星斗。 ”

（皮磊）

天天正能量获奖者群像

2021 年，托普朗宁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现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发起“公益未来 iEnglish 学业有成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