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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热爱篮球的青年人才

2023 级蔡崇信篮球
奖学金训练营闭营

2 月 9 日，2023 级蔡崇信篮
球奖学金训练营在北体大国家
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结束。共
有 56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申请人
通过初选参加了训练营，此次训
练营共有 17名女生入选， 较之
往届有明显提升。

据介绍， 获得中国篮球协
会官方支持的蔡崇信篮球奖学
金旨在培养下一代具有综合文
化素养、 热爱篮球的中国篮球
人才，同时为中外青少年体育
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项目
面向全社会开放选拔热爱篮
球运动，有志成为优秀篮球运
动员的适龄青少年赴美国寄
宿高中留学，并提供留学期间
包括学费、 住校费用等在内的
综合奖学金，直至高中毕业。项
目已经开展两届， 将通过本次
训练营选拔出第三届奖学金的
获得者。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 中国
篮协联合党委书记郭振明、蔡
崇信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海
市、 中国篮协青少部部长曹燕
飞、 左手上篮文化有限公司
CEO 李锦天以及教练、专家、顾
问等全体成员与小营员们共同
参加了闭营仪式。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执行
副主席、 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发
起人蔡崇信以视频方式， 从大
洋彼岸为小营员们送来了寄

语。 他表示，希望营员们能够享
受在训练营三天的学习训练经
历， 并在充满希望和机遇的
2023 年迎来学业和篮球的全方
位进步。

姚明和营员们互动、 分享
篮球经历并展开探讨。 他向营
员们提出了开放性的讨论问
题———“篮球对你意味 着什
么”。 营员们踊跃发言，表达了
篮球是他们的梦想，帮助他们交
到挚友，并带给他们纯粹的竞技
快乐。 姚明在讨论后鼓励营员
们继续追逐自己的篮球梦想，
不辜负家长的期待。

奖学金负责人李锦天在发
言中感谢中国篮球协会和蔡崇

信公益基金会对奖学金项目的
支持与帮助。 训练营主教练、前
中国男篮主教练王非指导也对
训练营进行总结， 肯定了营员
们的表现。

据介绍，2 月 6 日， 营员们
陆续从全国各地抵达训练营报
到；2 月 7-9 日，通过体检、体能
技巧测试、 面试和比赛等环节
对营员们的身体素质、 篮球水
平、 语言能力和综合素质进行
了全方位的测评。

根据奖学金项目方面介绍，
专家评审组将对候选人的综合表
现进行讨论评定， 最终入选名单
将在 2023年 4月公布，并于当年
赴美秋季学期入学。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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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
益发展研究院举办“菁治成长计
划”暨金牛区优秀社区书记培养
计划（2022-2）上海参访活动。 活
动由中共成都市金牛区城乡社
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指导，上海交
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和
成都市金牛社区发展基金会策
划实施。

在参访培训开班仪式上，上
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
院长徐家良教授做《社会共治—
五社联动与社区共同体建设》主
题授课， 特别介绍了上海社区的
基本情况和改革创新案例。

期间，徐家良带队实地考察
闵行区莘庄镇慈善超市和普陀
区曹杨新村。 莘庄镇慈善超市是
一家由第三方企业成功运营的
慈善超市，莘庄镇慈善超市负责
人详细介绍了超
市的运营机制和
经营状况。

在 曹 杨 新
村， 社区书记们
参观了曹杨新村
村史馆和武宁片
区“十五分钟社
区生活圈”，包括
社区卫生服务
站、社区食堂、慈

善超市、社区“宝宝屋”、社区烘
焙屋和红色议事厅等内容。

此外， 社区书记们先后参
访了长宁新华路街道大鱼社区
营造发展中心、 徐家汇凌云街
道梅陇三村、 长宁区虹桥街道
古北市民中心、 静安区临汾路
街道、中共一大纪念馆等地，考
察了解社区营造、 社区环保活
动、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基金会
等相关情况。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上海交
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和
成都市金牛社区发展基金会合
作开展的针对成都市金牛区社
区优秀书记的第二次参访培训，
希望通过对上海优秀社区的参
访和交流，达到学习上海社区治
理经验、探索适合成都社区治理
路径的目的。 （王勇）

探索社区治理路径
“菁治成长计划”带领优秀社区
书记走进上海社区

� � 2 月 8 日，《永乐大典》高清
影像数据库（第一辑）在国家图
书馆正式发布， 发布会由国家
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
北京大学联合主办， 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和北京字节跳动公益
基金会协办。

据介绍，《永乐大典》高清
影像数据库是国家图书馆藏
的 40 册《永乐大典》首次线上
公开，包括 75 卷内容，共涉及
14 个韵部、17 个韵字、1800 部
书。除呈现《永乐大典》高清图
像、 整体风貌及相关知识外，
数据库还尝试对部分大典内
容做知识标引示范，该数据库
在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
籍”上就可以浏览。打开网页，
用户可以看到 ，3D 古籍模型
尽可能还原了《永乐大典》原
貌， 让用户可以 360 度翻阅，
直观感受并体验大典的内页
纸张、流散轨迹、分布状态、波
折的流转历程，并提供丰富的
原文和引文阅读。

此次图书馆与高校、 科技

公司合作， 在古籍数字人文建
设方面提供了一个合作样板，
为后续进一步提升《永乐大典》
的知识体系化、 利用智能化打
下了很好的基础， 也为未来全
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提供了
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
棣） 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
百科全书， 大量保存了中国 14
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史地、
哲学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
资料， 是中华典籍瑰宝。 据统
计，《永乐大典》 副本仅有 400
余册存世， 总数不及原书的
4%， 分散于 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个公私藏家手中。 国家图
书馆共收藏《永乐大典》224 册，
约占现存总数的一半。

2021 年 11 月，国家图书馆
委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进行
《永乐大典》高清数据库项目的
制作， 该项目得到了全国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支持，入
选了 2021 年国家古籍数字化
工程首批立项项目。 2021 年 12

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委托北
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承担
该项目的设计与研发工作。 北
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以

“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
开放实验室”为基地，整合北京
大学和字节跳动双方的力量，
组成联合设计与研发团队，建
成了《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
库，于 2022 年 11 月顺利结项，
并作为优秀项目汇报。

作为国家图书馆、 北京大
学的合作伙伴， 字节跳动积极
参与古籍保护工作。 2021 年，国
家图书馆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签署协议， 由中国文物保护
基金会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
基金资助， 用于中华珍贵古籍
修复和专业人才培养、 古籍活
化与数字化等项目， 其中也包
含修复《永乐大典》“湖”字册。
如今，通过北京大学-字节跳动
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 字节跳
动团队又利用技术能力参与到
了《永乐大典》数字图书馆的建
设中。 （皮磊）

字节跳动公益参与打造《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
40册大典首次公开

近日，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领导小组办
公室公布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最佳实践（第
二批）名单，丽水缙云县“打造
‘缙情帮’医保防贫，构建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榜上有名，入选
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先行示范。

据介绍，“缙情帮” 医保防贫
系统由缙云县医保局和水滴公司
联合推出， 通过开发搭建一站式
救助平台，横向联动医保、民政、
卫健、残联、慈善总会、红十字会
等 43个单位，多渠道发现、识别、
救助困难大病人群， 并创新性地
引入水滴筹社会救助渠道， 从而
建立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的
长效机制， 确保救助模式精准多
元，救助保障全面有效。

今年春节期间，缙云县依托
“缙情帮” 对全县困难群众全面
开展了摸排走访和慰问，努力让
困难群众过好健康年。

家住大洋镇前村的尹佳尧
是“缙情帮”的受益患者之一，节
日期间，缙云县医保局局长王剑
升、副局长赵杰对他进行了家访
慰问， 送来医保防贫基金 6.3 万
余元和年货。

据了解，尹佳尧今年 32 岁，
学生时期成绩优异，2012 年大学
本科毕业，原本前途光明。 可就
在即将步入社会时，尹佳尧在入
职体检中被查出患有肾炎，后腹

透及吃药保守治疗多年，并向政
府申请了低保户。 2021 年 9 月，
尹佳尧进行了肾移植手术，医疗
总费用 30 万余元， 通过医保报
销和“浙丽保”报销后，自付费用
仍有 12 万余元， 超过了其家庭
负担能力。

正在一家人一筹莫展之际，
“缙情帮”系统通过对自付超过 2
万元的人员进行高额医疗费用
自动排查，发现了尹佳尧的困难
情况，帮助他完成了困难申报等
工作，并向各部门及社会慈善机
构推送。 最终，尹佳尧获得当地
农业农村局救助 1 万余元、“缙
情帮” 医保防贫救助基金 6.3 万
余元，最终自付费用化解至家庭
能力可以承担的 5 万元内。 同
时，“缙情帮” 对其进行了标记，
在就医时实时提示，并通过就医
用药过程管理切实减轻后续费
用负担。

目前，尹佳尧的身体恢复状
况良好，但仍需继续用药、规律
复查。 完成手术后，家人照料负
担减小，尹父外出打工，家庭生
活逐渐步入正轨。

在缙云县，尹佳尧的经历不
是个例。截至 2023 年 1 月底，“缙
情帮”就医全人群监测累计自动
排查 450 余万人次，排查出 7000
余名高额自付医疗费人员，通过
水滴平台筹款 820 余万元，帮助
335 人次。 （王勇）

“缙情帮”入选浙江省“共富”最佳实践
水滴公司参与共建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与 2023 级蔡崇信篮球奖学金训练营学员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