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文化中国·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联合国总部展演

2010 年 8 月和 2012 年 2
月，先后资助第一、二届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团赴美国纽
约联合国总部展演， 获得了巨
大成功。 特别是第二届展演活
动中，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米
基罗到会致词并与近百位各国

驻联合国大使及官员观看了演
出。 联合国电视台还对演出活
动进行了现场直播， 中央电视
台也同时进行了新闻报道。

文化中国·维也纳金色大
厅青少年文艺晚会

从 2005 年开始，“非遗传
承基金” 资助了八届“文化中

国·维也纳金色大厅青少年文
艺晚会”，这一以展示中国青少
年传承非遗优秀成果的活动，
已成为中国青少年国际文化交
流活动的著名品牌活动， 为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世界，
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根·同心·同行———两岸
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

周
为加强两岸青少年的文化

交流，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优秀传统，不断为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增添蓬勃活力，“非遗传承
基金” 资助了将于 2012年 7月
在台北举办的以“同根·同心·同
行”为主题的“两岸校园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周”活动。

文化中国·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悉尼歌剧院展演

为纪念中国与澳大利亚建
交四十周年， 弘扬中华民族文
化，促进中澳两国文化交流，进
一步增进中澳两国青少年的了
解和友谊，“非遗传承基金”资
助的“中澳建交四十周年———
文化中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悉尼歌剧院展演” 活动将于
2012 年 8 月 9 日在澳大利亚悉
尼歌剧院举办。

本次活动将通过中国传统
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音
乐、舞蹈、戏曲、书画等艺术在
悉尼歌剧院这一特殊的国际舞
台上的交流和展示， 广泛传播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魅
力。 同时，通过这一富有创意、
体验、激励为特色的活动，使广
大青少年切身感受并激发起参
与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
热情， 进一步推动中国青少年
文化艺术教育工作的开展。

文化中国·马尔代夫行暨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2011 年 9 月，“非遗传承基
金”资助了文化中国·马尔代夫
行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活动， 演出活动通过马尔代夫
国家电视台的现场直播， 极大
的促进了马尔代夫人民对中国
文化的了解。 马尔代夫总统穆
罕默德·纳希德还在总统府接
见了此次晚会的总导演黄俭和
代表团其他成员。

网址：http://www.fycjh.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
（文化部大院）83 号院 A609 室
资助热线：4008102990
联络电话：010-63331801

13370131858

■北京邮电大学 李高远 志愿者
我不想忘记那些关于晒、关于蚊子、关于用水不便、关于厕

所、关于停电的事。虽然这些只是闹心点而已，对于我们来说实在
不算什么付出，可是，这却清清楚楚地显示了农村与城市的巨大
差距。就这个环境而言，我们的条件恐怕是最好的了，每天有无线
网可以上，有新鲜丰富的蔬菜瓜果可以吃，周围还有日用品齐全
的超市。 生活纵然辛苦了点，可还不算大费周折。 真正付出的，便
是超越了极限的经历、耐心，以及前所未有的承受和宽容。

中国三星西部阳光行动
� � 一个人， 一辆单车, 一顶帐
篷，靠着打工的收入，凭着满腔的
热情， 来自西北师大的大学生尚
立富， 在六年时间里考察了全国
近 20多个省市区的贫困农村学
校。尚立富的举动，引起全国各大
媒体（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凤
凰卫视等）、专家学者和高校学
子们的极大关注。 众多的首都
高校学子纷纷志愿做一名服务
西部的志愿者。 众多的社会力
量凝聚在一起，这样，一个走进
西部、了解西部、支援西部贫困
地区教育的“西部阳光行动”计
划应运而生。

西部阳光行动是一个具有社
会意义、影响深远的公益活动。委
员会从北京各大高校中选拔出来
自教育、经济、农业、环保等专业
的几百名志愿者，组成队伍，以西
部国家级贫困县为考察点。 通过
对当地教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
深入全面地进行执教调研的方
式， 把志愿者把社会的知识和信
息带到西部， 加之西部人自身的
奋发图强精神,使之在西部播种、
生根，从而引起全社会关注西部，
关注参与西部贫困乡村发展。

西部阳光行动的发展方向是
力求通过城乡两地的人员交流，
为乡村的孩子带来光明和希望，
发挥乡村与城市间的互补优势，
力求缩短两者间不断拉大的经济
与文化差距。 西部阳光行动将会
每年都延续下去， 形成一个公益

活动品牌，通过一个个实验点，把
城市先进的文明和信息传输到农
村，借助外力和当地人民的内力,
以教育为突破口, 参与当地的乡
村建设,从一点一滴做起,努力缩
小城市与农村的差距， 达到东西
部平衡发展。

中国三星从 2004 年开始赞
助了北京地区大学生自发开展的

“西部阳光行动”， 对西部农村地
区进行支教活动。 2006年三星的
员工也参加到此项活动中， 把爱
心一同献给西部。 从 2007年起，
中国三星深化与西部阳光农村发
展基金会的合作， 开展了第 2期
三星———西部阳光行动， 支援规
模也从原来的 1支队伍扩大到西
部阳光的全部 10 支队伍。 2011
年， 暑期三星———西部阳光行动
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三星支援
大学生的力度进一步扩大， 从原
来每年北京地区的 200名大学生
扩大为全国 300名大学生。 中国
三星支援农村的力量从公司的层
面扩大到了大学校园， 希望更多
的西部地区的孩子们看到希望，
看到灿烂的阳光。

2012年夏季的“三星西部阳
光” 大学生农村志愿活动从 7月
1 日起到 8 月 24 日为止，8 周期
间，将分别在贵州、甘肃、四川、青
海、河南、山西、新疆共 7个省区
的 17个西部农村地区开展支援
活动。 7月 6日上午，中国三星与
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共同合

作开展的“三星西部阳光行动”大
学生农村志愿活动出发仪式在北
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举行。 中国
三星首席副总裁姜俊暎、 西部阳
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杨东
平、冠军基金会经理孙小峰、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以及参加农村
志愿活动的 80余名大学生代表
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另外，今年从
韩国三星被派遣到中国的员工们
也将共同参加到活动中， 在深入
了解中国农村的同时，加强交流，
更加丰富活动的意义。

中国三星首席副总裁姜俊暎
表示：“三星之所以长期赞助这个
项目， 是因为能让作为国家和社
会栋梁之才的大学生直接深入到
西部农村， 感受一下学校里学不
到的知识， 这与三星的理念是共
通的。 三星希望通过赞助西部阳
光行动， 能对中国政府的西部大
开发政策尽一份力。 ”

中国三星之所以赞助这个项
目是因为能让作为国家和社会栋
梁之才的大学生直接深入到西部
农村， 感受一下学校里学不到的
知识，这与三星的理念是共通的。
中国三星在中国一直以来以“西
部阳光行动”、“三星希望小学”、
“一心一村行动”等教育支援和农
村支援活动为核心持续开展着多
种多样的社会公益活动， 并通过
这些活动不断努力“做中国人民
喜爱的企业、 贡献于中国社会的
企业”。

【大学生西部阳光行动感悟】

■中国药科大学 代贤伟 志愿者
记得第一次走出那个小学，与孩子们一同放学回家，我似

乎又回到了我以往在山村读书回家的那个时候，感受良多。 而
在那些孩子心中，我能从他们轻快的走路动作以及他们甜甜的
笑意、口中说出的话语中感受到他们是多么的开心。 两个老师
被一群小孩簇拥着走在山间的公路上， 一个一个地说着 ：“老
师，老师，你看……那是苞谷（玉米）、那是海椒、那是……”这一
路他们是我们的老师，他们的话语显然已经把我们的话语掩盖
下去。 这一路我们不仅要记住孩子给我们拓展的乡村知识，还
要记住去的路，还要记住孩子们的家在什么地方……

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基金
主要资助项目

文化中国·维也纳金色大厅青少年文艺晚会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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