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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抗疫 和平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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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30 日）

今年疫情期间，基金会以“一带一路”倡议和北京“四

个中心”功能建设为着力点，以“和平+1”为路径，联合国

际社会，共同抗疫。聚焦有特色的公益模式，完善运行机制。

多国政要、驻华使节、国际友人和媒体如：埃及、西班牙、

巴西、加拿大、美国、日本、泰国、尼泊尔、马尔代夫、突

尼斯、摩洛哥、斯洛伐克、古巴、秘鲁、格林纳达、巴勒斯

坦、塞尔维亚、海地、联合国驻华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助理总干事等都发来慰问函，通过我基金会为中国加油，祝

愿中国战胜疫情，高度赞赏中国力量。体现出我基金会与国

际社会的坚实合作基础和密切友好关系。塔吉克斯坦驻华大

使萨义德佐达表示：“和平安宁如呼吸一般重要，中国世界

和平基金会和北京国际和平文化基金会所做的工作是无价

的。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

在努力抗击疫情的同时，基金会在理事会的工作思想指

导下，及时明确地调整工作目标，以建立务实项目、扩大合

作范围、加强资金筹集的工作重点内容，并在理事会的领导

指导帮助下，迅速融合在后期的工作开展中，力图让基金会



具备更好的项目策划能力、资金募集能力、运作精准能力，

为可持续发展再上台阶。

随着全球抗疫的持续深化，我基金会也捐赠抗疫物资，

以中国抗疫事迹消除对华人的偏见，宣传中国成功抗疫的经

验和多种形式援外的实例，将中国和平抗疫的故事和所做出

的贡献以赢得世界的共识。我基金会与国际社会合作组织了

97 场线上线下活动，来自 120 多个国家的政要、政府组织、

国际组织、企业家、专家学者、媒体和青少年等数万人参加

了我们举办的各类活动，国内外主流媒体报道 230 余次。在

疫情限制的情况下，基金会以科学的态度与研判与方式，仍

旧做出大量工作，被国际社会盛赞：疫情下的国际公益逆行

者。

基金会在投入联合国际抗疫的同时，也不间断开展国际

文化、科技等交流活动，在与埃及、阿联酋、土库曼斯坦、

古巴、塔吉克斯坦、委内瑞拉、刚果金等共同主导筹备举办

多个合作活动，也在第七届和苑和平节、北京服贸会、中关

村论坛等大型活动中，发挥出很大的影响力作用。并与市统

战部、市侨联、市民委、奥组委、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

文投中心等多个政府部门密切合作互动，为进一步联合发展

巩固了基础。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了进步一的持续合



作，并确定了继续在北京由我基金会主办第三届全球青少年

摄影比赛。

一、发挥基金会国际公益平台的特殊作用，赢得国际社

会的抗疫支持。

疫情初期，埃及前总理沙拉夫等政要和来自美国诺贝尔

奖获得者科曼、巴西政治教授马库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政

府助理兼阿尔伯塔商学院副院长 Edy、日本、泰国、尼泊尔

公益机构负责人、马尔代夫外交部亚洲司长费赛尔，突尼斯、

摩洛哥、斯洛伐克、古巴、巴林、格林纳达、巴勒斯坦驻华

大使、塞尔维亚等使馆参赞和新闻官、海地驻华代表代表、

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发来

慰问函，祝愿中国战胜疫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和西班牙议员通过视频表示：中

华民族历史上曾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与磨难，都曾英勇顽强

地战胜渡过。相信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中国人民也会以科学

的态度、美好的品德、积极的努力去战胜。相信疫情过后，

我们与基金会合作的＂一带一路文化互动地图＂项目必将

对我们倡导们＂和平健康＂项目及国际公共卫生事业产生

重要的意义。

加拿大西姆科公司总裁克路奇与我们分享了英文抗病毒

视频及宣传单。秘鲁-中国投资促进会会长罗兰德发来抗病



毒科技项目。国际友人斯诺的侄子美国人 Eric、美国加拿大

非洲一些网络电视台负责人、多国跨国企业总裁和华侨机构

向我们表示：相信中国能够尽早战胜病毒，愿意与我们基金

会合作抗联盟，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介绍给国际社会。同

时我们利用网站、邮件、微信还向我们国际交往的各国朋友

们通报了各国专家学者有关抗击新冠肺炎的讲座、教材、文

章等医学救援知识和中国抗疫的事迹、经验。编辑了〈国际

社会支持中国抗疫〉的视频。基金会和平健康发展中心针对

疫情编写出版了《中医求诊与养身国际指南》的中英文版书

籍。我们与王家太医院建立了中医治疫微信圈，推广传统医

疗与医药在丝绸之路中抗疫作用，这也是北京国际交往的新

契机。

这些国际政要与合作者们都表示：疫情终将会过去，我

们将期待在明年疫情缓解后，共同开展更多、更有意义的项

目合作。并对疫情后的国际合作进行规划。

二、发挥国际义工团队的和平公益精神，促进北京市与

国际社会的抗疫合作。

1.我们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助 20 万美元支持＂一带

一路＂国家；通过北京政协和市委统战部向在港组织捐赠抗

疫资金和救灾物资；并向北京社区工作者发放日本进口的 3M



口罩；还以防疫用品帮助了向我们申援的与中国未建交的海

地驻华代表处。

2．及时联系合作伙伴美国国际救援组织 DR 集团向武汉

协和医院、温洲疫区分三批捐赠 45 万只口罩、手套和其它

重要医疗防护物资。该集团总裁 ThomasTighe 来信说：“在

疫情爆发，我们即刻对武汉疫区和中国人民境遇深切关注，

及时援手表达了我们和美国联邦快递与贵基金会和理念成

果的一致性。”



(图：将装着抗疫物品的应急包送到数十家驻华使馆的大使

手上）

3. 我们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拉伯联盟、西班牙、

海地、马里、巴基斯坦、津巴布韦、古巴、智利、土库曼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等 18 个国家驻华使馆捐赠了来

自福建和广东合作伙伴的科技收音机和虫草等价值 1200 万

元人民币的防疫物资，同时与朝鲜政府合作，义卖朝鲜艺术

画作和安宫牛黄丸。 近期，我们又联合中国科研机构，及

时传播中国抗疫经验，以及应许多国家的要求，介绍检测试

剂、疫苗供求信息，以支持患者人群。这些体现了中国国际

义工团队在疫情期间的相互关怀和命运与共的和平公益精

神和行动，为北京市与国际社会抗疫合作，促进友好城市交

流做出了应有贡献。

三、开展国际线上线下特色交流，扩大团结抗疫朋友圈。

1. 在 9 月 21 日国际和平日，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北京市老年产业协会、北京市

对外友协、京促会共同举办了第七届“和苑和平节”， 来

自 100 多个国家的政要、驻华使节、政府官员、商协会负责

人、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们参加了这次盛会。



（图：第七届“和苑和平节”放飞和平鸽）

在宣读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贺词、共同放飞和平鸽、播

撒“丝路花园”和平种子后，多国政要、驻华大使和青少年

代表就后疫情时代的和平对话、文明健康、青年空间等主题

发表精彩演讲。同时，奥地利驻华大使代表奥地利政府和 NGO

与我们签订协议，将“中国奥地利志愿者基地”落户在我们

基金会社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对本次活动进行了全球

直播，据不完全统计，线上有 3 万余人同时收看庆典活动。

2. 我会与埃及中东通讯社一起举办了“国际关系、外

交与和平论坛——新冠疫情与国际合作”国际网络论坛，埃

及、非洲、阿拉伯地区多个政要参加论坛，中国驻埃及大使

馆公使和国内医疗专家学者等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就疫

情下的国际合作与学习中国经验进行了介绍与论述。



（图：疫情下的合作，中国、埃及、非洲、阿拉伯地区的网

络论坛）

3. 同时，我会还与埃及前总理沙拉夫阁下和北京市对

外友协和京促会举办了“一带一路合作与未来”国际网络视

频论坛，部分国际政要和国外驻华使馆大使与中国专家学者

一起参加了疫情期间如何加强合作、持续发展作了建设性构

想与建议，参会各方一致表示，将在各自的领域中，推动实

现疫情下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图：“一带一路合作与未来”国际网络视频论坛）

4. 在今年 6 月 3 日联合国“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以

此为契机，与中立国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邀请了 15

国驻华使节、外交部和上合组织代表，举办了“伟大的丝绸

之路上的世界自行车日”骑行活动。



（图：“伟大的丝绸之路上的世界自行车日”骑行活动）

各国在活动中签署了携手共建“和平、信任、团结、绿

色、文明、包容和共享”的“一带一路”《和平倡议书》，

同时支持香港国安法立法，维护区域和平。此举不仅推广了

节能环保可持续的绿色行动，还与各国分享了抗疫中的医疗

保健知识，所有参加活动的国际友人都获赠了多样性的急救

包。这个集多重意义为一体的团结抗疫活动不仅得到国际社

会的高度评价，也将成为可持续发展并具有多边国际合作的

项目，深化“一带一路”国家的务实合作。

5. 在中国天问一号成功发射之后，我会与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驻华使馆和火星学会《和平利用火星、拓展人类文明》

国际科技主题沙龙活动通过对话交流，加强国际合作关系，



促进“一带一路”太空科技和平公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欧洲、美洲、非洲地区等 12 个国家的驻华使节、科研组织、

企业家、科技文化界代表和青少年代表参与了本次活动并共

同发起“和平探索太空”的倡议。

（图：联合发起“和平探索太空”倡议）

6. 基金会理事长李若弘博士在 2020 北京服贸会第三届

中秘投资年会上为“后疫情时代的投资”出谋划策，他提出

发展服务贸易需要公平、绿色、共享，应该用国际语言、国

际议事规则在合理资源配置和专业服务上下功夫。中秘两

国、中国与拉美地区的线上、线下的产业价值链还有许多可

扩展的合作空间，比如友好城市、友好社区的交流，世界遗

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艺术合作，公共卫生、科技创新、



新型农副业和特色旅游等等，都有疫情期间和疫情后的机

遇，也能带动选民的热情支持。

7. 基金会与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北京市商务

局、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

在 2020 服贸会上共同主办了“一带一路”国际青年创新创

业论坛。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和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受阻的局

势中，此次论坛发起了“一带一路”国际青年创新创业合作

倡议，为各国青年团结创新创业提供了方向。

（图：李若弘博士在服贸会代表发起“一带一路”国际青年

创新创业合作倡议）

8. 基金会支持了中关村论坛“智能+交通”平行论坛的

举办，邀请了来自英国、拉脱维亚、巴西、土库曼斯坦、佛



得角、巴基斯坦、摩洛哥 7 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与中

国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北京市交通委和中国智能交通协会代

表就后疫情时代的“交通科技与公共安全”、“交通大数据

和智慧型城市交通大脑建设、网联汽车与无人驾驶”进行学

术探讨。

9. 基金会理事长李若弘博士在为纪念联合国成立 75周

年线上艺术交流活动“艺术与可持续发展”主题研讨会上发

表演讲支持后疫情时代的艺术交流和发展，他提出，文化之

路、和平公益的内涵与意义对人们认识世界、创新发展具有

积极的引导力和影响力。

（图：李若弘博士在纪念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线上艺术

论坛发言）



10. 基金会理事长李若弘博士在 2020 国是论坛上为“后

疫情时代 激发市场活力”建言献策，提出了在 B2G、B2B、

B2C 不同领域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和平公益是外商投资企业

建设“一带一路”的有效路径，我们可将中央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北京的“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与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相结合，通过人民外交、和平公益、科技创新、文

化互动，用国际语言和国际规则，有温度、接地气、可持续

的活动项目来促进国际交往和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以激发市

场活力。

11. 为纪念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伊朗沙希德·贝

赫什提大学伊朗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办了“丝绸之路上的和

平发展与文明对话”国际线上论坛，基金会理事长李若弘博

士参加论坛并发表演讲，提出面对当前的国际环境，要团结

抗疫，促进国际国内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双循环。基金

会将与伊朗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在和平发展、共同推广“一带

一路文化互动版图”上达成合作。



（李若弘博士出席“丝绸之路上的和平发展与文明对

话”）

12．基金会与古巴驻华使馆共同举办了“纪念切·格瓦

拉访华 60 周年活动”，古巴、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

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厄瓜多尔、乌拉圭等拉美和加勒

比驻华使团参加活动，并共同签署了促进中国、古巴与加勒

比和拉美国家的和平发展倡议书。在疫情全球大流行和国际

经济社会交往受阻的局势下，各国表示要继承切·格瓦拉的

理想和精神，以“和平+1”为路径，开展线上线下的和平公

益行动，保护世界遗产，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用和

而不同的智慧和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为青年一代讲好和平故

事。驻华大使代表古巴政府向我基金会颁发了奖章。



（图：中古两国和苑博物馆纪念切·格瓦拉访华 60 周

年）

（图：古巴驻华大使为我基金会颁奖）



13. 在 11 月 21 日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日和国旗日，

基金会与塔吉克斯坦驻华使馆共同举办了“增进人民友谊

促进持久和平”的交流活动，深化了中塔两国友谊。参会嘉

宾表示，经济社会合作是两国的共同愿望，而丝绸之路文化

互动，合理配置全球资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地区和平安

全将是中国与中亚多边友好发展的着力点，和平公益在中亚

地区大有作为。驻华大使代表塔吉克斯坦政府向我基金会颁

发了奖章。

（图：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为我基金会颁奖）



发挥理事会作用，充分认识肯定理事会的领导、专家学

者的宝贵性，建立理事专项基金。更好地为基金会发展提供

保障和推力。

此外，基金会还组织理事会参观了航天城，了解中国航

天成就，在海南文昌发射基地观礼了 “嫦娥五号”的成功

发射，同时在促进了军民融合中交流了航天抗疫的科技知

识。

四、关注青少年成长，培养青少年的文化互动和国际救

灾意识。

1. 为在疫情期间关心青少年成长，我们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合作组织了“青少年眼中的丝绸之路”全球青少年摄

影比赛。在来自全球各国参赛者超过 3500 份初选作品中，

经 6 名知名专业摄影师组成的国际评委会在 14-17 岁和

18-25 岁两个年龄组分别选出 3 位获奖者和 2 位荣誉奖。同

时，评委会选出 60 幅作品在北京和苑博物馆和上海相机摄

影博物馆进行展出。



（图：全球青少年摄影比赛，疫情下外面的世界依然美

丽）

2. 我会抗衰老与疾病专项基金负责人在国家科技部支

持下进行相关研发；协调组织了山东临沂少年儿童为日本学

校捐赠的口罩、书信和儿童画捐赠给日本人学校。日本驻华

大使橫井裕先生特别致信给基金会李若弘主席说：“尽管全

球疫情仍处在十分严峻的挑战阶段之中，但是包括民间在内

的日中各界却自发地展现出守望相助的姿态，这无疑让人感

到十分欣慰，体现了日中两国人民的深厚渊源。” 目前，

中日学校也表示疫情之后会开展更深入的交流。



（图：山东临沂小学生为日本人学校捐赠口罩和表达美

好祝愿）

五、抗疫文创，促进多领域文明进步。

1. 基金会的电影文学专项基金拍摄了四集公益影片

《预防灾害》，宣传对突发性灾害的认识与建设。

2.基金会支持和苑博物馆申请 2020 年朝阳区非国有博

物馆扶持补贴资金中的“文创抗疫补贴”项目获批。在朝阳

区文旅局的统筹调度下，和苑博物馆与朝阳区传统文化传承

基地——刘立宏剪纸基地积极合作，充分利用补贴资金，创

作了多幅抗疫剪纸作品，并将它们赠送给奋战于抗疫一线的

部分社区工作者、人民干警和志愿者，以及与和苑博物馆举



办联合抗疫活动的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馆，为弘扬社会正能

量做出了积极贡献。

（图：基金会抗议文创作品捐赠）

3. 基金会与中国首家佛教协会旗山万佛寺，共同发起

“佛教圆融文化公益基金”，以和平为主题，以文化艺术为

载体，以公益为形式，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结合互联网的

科技优势，推广佛教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进和平

事业。



（图：圆融文化谈公益 一带一路结善缘）

4. 基金会在两个循环思想基础上，在加强国际交往合

作的同时，也注重与国内政府保持一致，与相关政府部门和

企业密切沟通合作，希望通过加强政府与民间的合力，为“一

带一路”和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多做实际工作。先后与统

战部、民委、侨联、奥组委、中联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

心、文投中心等交流互动，建立沟通机制，寻求在华人华侨、

民族宗教、文化产业等领域进一步扩展公益合作项目。

5. 与社会组织和合作伙伴试行开展了系列公益慈善活

动。

A. 与和风基金会开展丰宁栾水青少年公益项目。

B. 与大运河志愿者组织开展了大运河公益计划。



C. 合作开展了“女性幸福力国际论坛”活动。

D. 与美好未来 APP 志愿者组织开展了慈善拍卖。

E. 与圆明园合作了圆明园遗产公益捐赠行动。

F. 尝试开展了公益网络直播带货行动。

G. 组织了宋庄画家作品公益拍卖会，帮助因交通事

故致残的特困者。

六、党建引领，为和平公益、团结抗疫指明方向

1. 在党建引领下，基金会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推动规范化建设，提高党组织履职尽责能力；激发党建

活力，助力党组织工作创新思路；深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形

成有效互补保障机制。



（图：基金会被牛王庙社区党委评为“共驻共建先进单位”）

2. 基金会党委获得所在地区牛王庙社区党委评选的

“共驻共建先进单位”，基金会党支部评为中宣部“不忘初

心、学习强国”的典型示范，基金会博物馆资料被编入大国

教育宣传教材，被科技部刊物列为重要文化地标，被“学习

强国”App 列为世界和平文化地标。

3. 基金会党组也被北京市文化教育领域联合党委授予

先进代表和优秀党员荣誉。

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抗疫形势，我们的国际义工团队精

诚竭力地团结国际伙伴共同抗疫，发挥基金会作为国际公益

平台的特殊作用，以“和平+1”为路径，用和而不同的智慧，

讲好团结抗疫故事，推动了我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

同建立的“一带一路文化互动行动指南”，维护国际社会的

安全与和平。

七．加强内部建设，提高工作能力

基金会在过去的工作经验基础上，制定疫情下的工

作计划。立足基金会的公益平台，将国际性、公益性、文化

性，作为工作发展方向，以建立可持续发展，具备造血机能

的适应性发展机制作为要素。对员工提出“十要十不要”的



行为准则，提出打造“五个一”工程。倡导学习进取、关爱

团结、品德修养等正能量的机构风尚，在号召员工广泛加强

社会联系，扩大朋友圈，集聚优势资源的同时，强化意识形

态教育，注重建立安全正确的价值观意识。维护基金会声誉，

促进基金会的实力发展。一系列的内部建设工作，使得基金

会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对外联络和信息捕捉等方面展

示出新的面貌，尽管在疫情局限形势下，依旧开展了众多有

影响力的线上线下活动，媒体报道与媒体合作单位大幅增

加，不仅做到了无事故、无投诉、无负面消息，同时收获了

各界和合作伙伴的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