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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9 日，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下称中国青基会）携手
联合利华家乐品牌打造的“营养
健康计划”项目启动仪式在京召
开。 该项目旨在根据中国农村儿
童饮食现状，结合家乐多年来在
膳食健康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
识，提升农村儿童的营养膳食水
平，创建农村儿童健康成长的未
来。

希望小学营养状况堪忧

在谈及中国青基会与家乐
携手关爱农村儿童的初衷时，中
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说，农村希
望小学现在最需要的是“软件”
的提升，也就是科学膳食理念和
合理营养搭配。 如果不能做到均
衡膳食，就算中央拨款全用在伙
食补贴上，农村孩子的营养状况
也很难真正提升。 联合利华家乐
品牌多年来在膳食健康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

“我们有信心相信， 家乐能够发
挥其全球资源和研发优势，通过
制定营养食谱、 改善膳食搭配，
将均衡的膳食理念推广向农村，

全面提升农村希望小学的饮食
观念。 ”

“家乐希望结合自身在均衡
膳食方面的专业优势，用实际行
动为农村儿童的健康成长尽一
份力。 ”联合利华调味品类市场
部总监任远说。

作为联合利华旗下最大的
调味品品牌，家乐一直坚持“均
衡膳食”的理念，致力于为消费
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同时为更
多家庭提供均衡膳食的解决方
案。 此次在“家乐儿童营养健康
计划”中，家乐的厨师和营养师
团队在前期做了大量调研工作，
了解各区域食材特点和饮食情
况，同时结合农村学校就餐实际
情况和地区的饮食习惯和特点，
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
了一套完整的针对各地农村儿
童的膳食解决方案。 将均衡膳食
的理念转化为简单实用的菜谱。
同时，对于当地很多营养的误区
给予切实的回答和纠正。

传递健康膳食理念

据悉， 自 2012 年 6 月起，家

乐将陆续把符合各省当地情况
的均衡膳食手册送至河北、湖
南、 安徽、 宁夏四省农村的 100
所希望小学和乡村小学，惠及学
生总数将达 35000 人；同时，家乐
配方研发厨师和营养师团队也
将走进希望小学，开展形式多样
的均衡膳食大讲堂，让更多的农
村儿童享受到膳食理念提升带
来的益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们向希望厨房传递的是一种
健康膳食的理念， 并始终坚持
‘小行动、大不同’的可持续发
展理念。 ”任远表示，“我们将从
长远着眼，有计划、分层次地向
农村传输膳食营养方面的理
念， 从根源上提升农村儿童的
营养水平。 ”

据悉，该项目还将同步启动
“家乐爱心菜谱助成长” 线上活
动，即家乐将通过自己的官方网
站 (www.knorr.cn/hope-kitchen.
html)，面向全国，为农村儿童征
集爱心菜谱，呼吁更多的人参与
到帮助中国农村儿童解决营养
膳食的行列中。

（杜志莹）

为农村孩子编食谱

家乐提升希望小学饮食观念

� � 联合利华调味品类市场部总监任远（左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秘书长涂猛 （右一）和河北丰宁县汤河中心小学学生曹禹 （左
二）、张敏（右二）共同启动“营养健康计划”

“今年是标致雪铁龙集团携
手全国妇联致力于儿童环保家
庭教育项目的第二年，届时绿色
安全脚步将陆续走进北京、上
海、广州、武汉和深圳五座城市
的 700 所幼儿园， 共计超过 50
万名 3-6 岁儿童及其家庭将从
中受益。 ”标致雪铁龙集团亚洲

运营部公共事务及企业传讯总
监华晓燕在 6 月 5 日举行的“绿
色出行，低碳环保”为主题的儿
童环境保护家庭教育活动上表
示。 该活动旨在向中国儿童家庭
普及环保理念，帮助成长中的儿
童树立绿色、环保的价值观和行
为习惯。

标致雪铁龙集团亚洲运营
部公共事务及企业传讯总监华
晓燕表示，标致雪铁龙集团一贯
坚持“负责任的发展”，在全球和
中国始终坚持大力投入到各项
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力求营造一
个健康、安全的汽车产业生态和
绿色生活方式。 （吴燕辛）

近日，由 LS 红旗电缆捐建
的湖北宜昌点军区博爱卫生院
在联棚镇竣工。 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副理事长王志、LS 红旗电
缆董事长兼总经理金善国、宜
昌市红十字会及点军区等相关
领导出席此次仪式。

金善国表示，LS（乐星）红
旗电缆是 2009 年由韩国 LS 电
缆收购湖北永鼎红旗电缆厂而
新设立的法人， 能够为当地医
疗设施改善做出贡献， 是非常

高兴的事情。 金善国代表 LS 红
旗电缆向联棚镇博爱卫生院捐
赠了专门定制的毛巾等物品。
院长张亚东代表卫生院接受捐
赠时说：LS 红旗电缆博爱卫生
院的改建大大改善了镇里居民
就医的硬件设施。

为卫生院挂牌后，王志、金
善国等领导又一同走进卫生
院， 细心查看改建后的卫生院
状况。

（杜志莹）

6 月 5 日， 由加多宝集团和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举办
的 2012年“加多宝·学子情”爱心
助学行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
行。 在启动仪式上，加多宝宣布，
2012 年“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
学行动将继续捐款 1000 万元，资
助 2000名学生圆梦大学。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2011
年受到“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
学行动资助的王春晖同学来到
现场。 去年的捐助仪式上，他自
愿签署了“1 帮 2”志愿书。 王春
晖表示，今年他即将实现自己的
承诺，加入支教团队，为山区的
孩子们带去特别有意义的“一堂
课”，实现助人愿望，成为传承爱
心的一分子。

现场还迎来了“加多宝·学
子情”爱心助学行动开展以来最
特殊的一位受助者，他是加多宝
在 2008 年汶川地震中追加资助
的 100 名贫困大学生代表王棚。
即将毕业的他在活动现场表示：
“我和众多的受助人一样， 始终
感恩那些爱心人士。 我希望能够

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身
边的人，所以毕业后我选择回到
四川，投身家乡的建设。 ”这些受
助学子对公益事业的热心，感动
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加多宝集团领导表示，爱心
传承是公益常态化的基础，帮助
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需要构建
“人人公益 全民助学” 的社会
环境。

作为一项常态公益项目，此
爱心助学行动自 2001 年启动以
来，其所传播的“1 帮 2”爱心助
学的公益理念，
已经得到社会的
广泛认可， 并影
响越来越多的受
助大学生、 普通
消费者成为公益
助学的 关 键 力
量。

截至今年，
“加多宝·学子
情” 爱心助学行
动公益足迹已遍
布广东、福建、浙

江、 海南、 湖南等全国多个省区
市， 累计捐助资金超过 4,000 万
元， 资助 8,000 多名寒门学子圆
了自己的大学梦。

加多宝集团一直以来倡导
“1 帮 2” 爱心助学公益理念，即
以加多宝集团大爱基因为公益
原点，面对直接受益人群和潜在
参与人群两大人群进行公益理
念和助学行动辐射， 加强其对

“人人公益、全民助学”理念的认
知和认同， 鼓励他们关注助学、
支持助学。 （杜志莹）

近日， 国美控股集团数十
名员工志愿者将大批爱心物资
运到了位于河北省宁晋县边村
的孤儿院———“黎明之家”，并
捐赠五万元善款用于资助那里
残障孩童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里， 国美控股集团员
工与孩子们进行了丰富多彩的
联谊活动。 虽然这群孩子患有
不同程度的残障， 但他们用最
朴实的声音、 最基本的肢体动
作和最真挚的情感展现了自己
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渴望健
康成长的坚强信念。盲童钢琴弹
奏的《小步舞曲》让国美员工情
不自禁地进场伴舞，脑瘫孩子的
手语舞蹈因精彩而现场“授艺”，
而一名四肢失去功能的小女孩
则在众人的惊叹和掌声中用嘴
折出了精美的千纸鹤送给曾总，
表达她的谢意与自信。

作为本次活动的发起人，
国美控股集团执委、 国美投资
有限公司总裁曾禅贞表示：“这
是国美控股集团第二次来到宁
晋，走进‘黎明之家’的大家庭。
这里见证了数不清的生命奇
迹，见证了社会的持续关怀。 对
于每一个来到世界上的生命，
都应享有人性的尊严和生活的
权利，而残障孩童们，更应得到
大家加倍的呵护和照顾。 国美

控股集团会一如既往地秉承自
己的公益理念和公益传统，用
实际行动关心和爱护孩子们，
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
暖，健康而有尊严地成长！ ”

“黎明之家”是一所专门收
留残障儿童的非官方机构的福
利院， 这里有 100 多名被父母
遗弃的残障孩子， 年龄最小的
只有几个月， 年龄大的已有二
十多岁。 在这里，被收留的孩子
们， 均得到了良好的照顾和精
神上的抚慰。

联谊活动结束后， 大家在
“黎明之家”院长师君芳女士的
带领下参观了孩子们简洁干净
的宿舍和学习活动场所， 国美
员工们还自发组织了个人爱心
捐款， 并大批购买了这些孩子
们亲手制作的精美纪念品，为
这里的残障孤儿献上自己的一
份爱心。

上善若水，大爱无疆。 本着
“立足大中华， 造福全人类”的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多年来国
美一直遵循着把更多公益行为
常态化的公益理念， 积极践行
赈灾、扶贫、助学、敬老、帮残等
公益行动， 累计公益捐赠过亿
元， 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实
际行动， 带动社会各界关注公
益，共建和谐。 （吴燕辛）

国美以实际行动关怀残障儿童
———国美控股集团走进宁晋“黎明之家”

LS 红旗电缆捐建宜昌联棚卫生院

标致雪铁龙向中国儿童家庭普及环保理念

� � 加多宝集团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
启动 2012 年“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