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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速览青年报记者 罗丹妮 实习生 莫为

本报讯 201 4上海书展正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中。对待这场文化盛宴，沪

上名主持人阎华就提出了“ 读书是公

益文化普及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的

观点。在她看来，公益文化做的就是

“ 美育普及”，人们的生活越艰苦贫

困，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就越迫切，因

而“ 更加需要从小培养他们的一种审

美意识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沪上著名主持人阎华认为，公益

文化就是向大众传播一种理念，传播

一种文化的概念，它不仅仅限于科

技、教育，还包含了整个一种思维方

式，它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文化艺术，

关注心理生活。而读书，就是公益文

化普及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

“ 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每每

提及公益文化，人们往往先想到的捐

赠物资，这只是物质生活的层面，没

有想到精神文化的建设。最近书展正

如火如荼地举办着，到场的观众人数

不断增加，足见在城市里，人们愿意

读书，渴望精神的富足。但就前不久，

我参加了一场活动，是把一些关于艺

术文学的书籍捐赠给贫困山区，对

此，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认为他们在

温饱没有保障的前提下是不需要这

些精神文化的滋养的。我认为这种观

点有失偏颇：他们认为针对贫困地区

的公益文化，是建立在物质文化的基

础上的，但其实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

一样，都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

分。在我看来，人们的生活越艰苦越

贫困，他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加

迫切，需要从小培养他们的一种审美

意识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阎华称，公益文化本身是一个巨

大的概念，不仅仅针对公益媒体群，

哪怕是对于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公

益文化都应该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

面包含进去。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

“ 美育代宗教”。“ 其实公益文化就是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普及一种‘ 美

育’，这是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也

是我们现在所缺失的。现在开始关注

公益媒体，实现‘ 美育普及’很有必

要。在我看来，公益文化做的就是‘ 美

育普及’。”

论及读书与公益文化之间的关系，

上海著名主持人曹可凡则认为从原则

上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从精神

层面而言，读书又可以净化灵魂、洗涤

心灵，让人们从世俗生活中脱离出来，

做一些有利于社会大众的公益事业。

针对本次书展，SMG设有透明演

播室在现场，读者提及“ 还有没有其

他方式来体现公益媒体群这个概念”

的问题，阎华回应说，现今的媒体公益

群可以通过电视和电台直接分享到，

要把这样的好资源渗透到生活的各个

部分，比如大家到书展的现场就可以

看到公益媒体群，让大家彼此接触。

“ 今年还有开设朗读的空间，让

大家积极参与，互动这个环节是非常

重要的。除了电视电台，现在网络也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如今传播

进入了‘ 自媒体’的时代，这些不同

的传输平台让大家时时刻刻和公益

媒体群发生互动，接触到公益媒体

群所希望传递给我们的正能量。”

书展进行时，美育普及很有必要

青年报记者 罗丹妮

本报讯 8月1 7日下午，迎着蒙蒙

细雨，美罗城露天广场上聚集起了一

群天真可爱的小报童，他们将在这里

开展一场爱心劝募活动。本次活动由

久爱公益团发起组织，龅牙兔儿童情

商乐园参与协办，同时还得到了青年

报社、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

心、徐家汇社区志愿服务中心的大力

支持。活动共收到了80多位报名者，

筹集善款1 835.5元，用于边远山区孩

子建立图书馆的基金款。

在志愿者的安排下，22位年龄段

在6-1 2岁间的孩子被分成了5个小

队，他们穿起了志愿者小黄马甲，背

起小军包，认真听取老师的培训。孩

子们今天的任务是以卖报的形式向

过往的行人劝募。虽然已被打了“ 预

防针”，可他们还是因为年纪小、过于

羞涩、表达不清等原因而胆怯了，甚

至有些胆小的孩子还哭了鼻子。或许

这是他们短短人生中遇到“ say no”最

多的一次，许多孩子因为被拒绝而感

到沮丧。经过中场总结培训后，局面出

现了转机：之前不开口在原地转悠的

孩子在自我心理建设之后终于卖出了

第一份报纸，胆小的孩子在团队的鼓

励下踏出了第一步，更有小朋友以1 00

元的爱心公益价售出了一份报纸。

爱心BaoBao暑期档

青年报记者 唐昱霄

本报讯 暑假已经过去大半，但

“ 上海爱心BaoBao” 小报童们假期卖

报的兴致却是愈发高涨起来。8月3日

和8月1 0日两次爱心卖报活动，共有

73位小报童前来参加，筹集爱心善款

1 093元。在卖报现场，一条小毛巾成

了不少来回奔波、满头大汗的小报童

们的必备品。

“ 你怎么出汗出成这样了呀，不

热吗？”“ 不热不热！不用擦汗！”奔

忙吆喝了半个多小时之后，第一次

来卖报的小男孩金诗涵已是满头大

汗，汗珠不停地从额头上往下淌，不

过这位活泼的男孩一点都不介意，

眼中只盯着往来的人流，看着看着

突然高兴地说：“ 人越来越多啦！报

纸也会越来越好卖的！”

身旁的妈妈一边怜爱地帮他擦

着汗，当看到金诗涵的汗衫已经湿

透时，她索性把毛巾垫在了孩子的

后背上，“ 垫着毛巾去卖报吧！”一

听到“ 指令”，“ 背着”一块大毛巾

的金诗涵马上又拿起报纸开卖了。

最终，金诗涵小朋友头一次来卖

报就卖出了40份报纸，成为了当天的

卖报冠军。“ 我喜欢找那些看起来快

乐悠闲的人来买报纸！”旗开得胜的

金诗涵一股脑儿地说出了自己的卖

报诀窍。他的妈妈也高兴地表示：“ 孩

子暑假卖报纸培养了爱心，而且通过

多次被人拒绝的经历，锻炼了面对挫

折的能力，收获挺大的！”

乐虹坊卖报宽敞又惬意
“ 上海爱心BaoBao”活动每周日

都会在徐家汇港汇恒隆广场和乐虹

坊举行。欢迎小朋友们报名参加。作

为卖报新点，在乐虹坊卖报不仅更宽

敞，而且随着三伏天过去，那里的室

外卖报环境也更加惬意哦！

除了每周的常规卖报，“ 上海爱

心BaoBao” 还会不定期推出好玩又

有意义的“ 特别活动”，活动信息请

关注青年报、“ 上海爱心BaoBao”官

方微博和微信公众账号。

活动点一：徐家汇港汇恒隆广场

B1层地下通道

时间：每周日上午10:00~12:00

活动点二：乐虹坊正门广场（ 闵

行区虹井路288号）

时间：每周日下午1：30~3：30

报名方式：新浪微博“ @上海爱

心BaoBao”

电话：13901649562 何老师

[特别关注]

出汗太多，垫块毛巾继续卖！

为帮山区孩子建图书馆 沪上小报童爱心劝募

金诗涵小朋友头一次卖报就卖出了40份报纸。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创新创业教育项目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陈诗松 近日，全

球最大的非营利教育机构国际青年

成 就 J A与 联 合 技 术 公 司 正 式 启 动

201 4 年“ 21 世纪创新创业教 育 项

目”。来自中国和美国的40名学生

将通过为期一周的讲座、研讨、企

业参观，以及模拟销售实践等系列

活 动 ，发 展 相 关 知 识 和 技 能 ，培 养

创 新 能 力 、企 业 家 精 神 ，以 及全球

化的思维和视角。学生们不仅将收

获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要经验，还将

了解如何更好地运用他们自己的学

生公司。

亲子阅读走进老洋房
本报讯 记者 陈诗松 近日，萤

火虫亲子悦读馆举办了一场亲子阅

读互动活动。该馆是由公益机构上

海 阅 读 越 精 彩 成 立 ， 发 起 人 姚 岚

“ 捐”出了自己的老洋房，和大学生

以及全职妈妈志愿者们针对家长开

展讲座，鼓励亲子阅读，并且得到了

陈一心家族基金会的支持。“ 与陈

一心家族基金会的合作更像一个共

同学习成长的过程，我们相信阅读

能够带给孩子积极的成长影响。基

金会除了给予资金支持，还给我们

带来了很多资源，比如国际专家和

教授的讲座。”

乡村校长培训班开课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近日，由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东亚银行公益

基金主办、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研究协

会承办的“ 萤火虫计划———201 4乡

村校长培训班”在上海市实验学校正

式开班，来自全国9个省市的22位乡

村学校校长参加了此次培训。

这是东亚银行公益基金首次开

办针对乡村学校校长的培训班，旨在

帮助他们了解当前的基础教育形势和

上海市教育发展现状，掌握先进的教

育理论和教育思想，学会运用学校管

理、教育理论、心理辅导等策略和方

法，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质量，推动公

平教育。

此次培训班特为乡村校长们度身

定制了一系列理论与案例结合、具有实

际操作意义的精选培训课程，选派了上

海市中小学4位特级校长、1 2位特级教

师及学科带头人等组成一流师资团队

与校长们面对面交流，并安排校长们实

地走访上海六所特色名校，学习优秀的

办学经验。

香港学子暑期来沪实习
本报讯 记者 陈诗松 近日，“ 放

飞青春 成就未来”201 4香港大学生

上海暑期实习团项目在沪落幕。据了

解，该项目由市青联、上海海外联谊

会等支持，是香港商会连续多年推出

的公益项目。

今年，52位来自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经过多轮甄选

脱颖而出，并在上海多家企业进行了

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在实习之余，还

安排了与内地同学结对、与CEO导师

对话、CEO座谈分享会、与当地大学交

流、长三角地区考察等活动，从不同

视角了解内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