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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基金十周年庆典
学子绽放青春好年华

■公益动态

� � 近日， 中国肯德基在突破
4000 家餐厅以及肯德基曙光基
金成立十周年之际， 以一场别开
生面的庆典派对“肯德基绽放
4000 青春盛宴” 庆祝自己 25 岁
的生日，向世人展示曙光基金“正
值青春好年华”的蓬勃生命力。

庆典派对在大连世界博览广
场举行， 所有被邀来宾都需身着
海魂衫入场， 那一时刻已经没有
了年龄的区分， 所有人都在享受
着“青春”，回味着“青春”。整场派
对打破常规， 没有明星， 没有大
腕，也没有星光大道，所有演员都
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草根 90 后：有
历届参加“肯德基对话 90 后”的
青少年们，有阳光自信的“曙光学
子”们，还有活力四射的餐厅员工
们。 他们带来的节目都是自编自
创自演，虽称不上“专业”，却展现
着专属于 90 后的个性范儿。

十年来，无数曙光学子毕业
成才， 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而他们身后是默默无闻辛勤
耕耘的英雄们。 来自全国各地曙
光基金实施高校的老师、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的代表、曙光基金肯
德基实践餐厅的餐厅经理等两
百多人也被邀请到派对现场，一
起庆祝属于他们的荣耀。 看着舞
台上熠熠发光的 90 后曙光学子
们褪去了贫困生的自卑，绽放着
阳光般的自信和快乐，相信这才
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三位一体资助模式

上个世纪末， 我国高等教育
开始实行收费制度， 高校贫困学
生随之进入公众视野。 据国家有

关部门调查统计，随着高校扩招，
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和比例也呈迅
速增长趋势， 目前我国高校贫困
生总数已高达 300 多万人。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贫困生
群体，国家和各高校都十分重视，
不断加大资助力度， 力争做到不
使一名贫困生因经济困难失学。
但是， 由于对突如其来的新问题
还准备不够充分， 在对贫困生进
行经济资助的同时， 贫困生的心
理问题随之显现。近些年，随着社
会对贫困生资助工作的不断深
入，一些新的资助模式正在形成。

与众多资助高校贫困大学生
的项目不同， 曙光学子所获得的
不仅仅是学费， 更是一个学会自
己奋斗的舞台。 曙光基金特有的
“学业资助+餐厅实践+社会服
务”三位一体资助模式，帮助一大
批贫困大学生利用大学时间，完
成“受助-自助-助人”的转变。 十
年间资助总额超过 8000 万元。

1.5 万人受益于曙光基金

“中国肯德基曙光基金”是百
胜旗下肯德基与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在 2002 年 9 月合作成立
的， 用于长期资助品学兼优但家
境贫困的在校大学生。 曙光基金
至今共覆盖了全国 28 个城市、54
所大学，总资助金额超过 8000 万
元， 有逾 15000 人次的学子得到
资助。

2004 年 9 月，“中国肯德基
曙光基金”在上海启动，至今已在
复旦、 华师大及东华大学 3 所高
校实施， 约有 440 人次的大学生
接受了资助， 资助款项达到 220
多万元。 2012 年是“中国肯德基
曙光基金” 成立的第 10 个年头，
“曙光基金”也在人人网上开设自
己的公共主页，希望让更多的“同
道人” 在这个平台上与曙光学子
沟通互动。 （杨洪跃）

近日， 老牛基金会“阳光工
程———西藏日喀则地区萨迦县拉
洛乡项目” 在西藏日喀则地区萨
迦县拉洛乡正式启动。 此次捐赠
的 100 万元， 将用于为萨迦县拉
洛乡的 15 个行政村的 778 户农
牧民约 3800 多人以及拉洛乡中
心小学安装太阳能发电电源和相
关配套设施。 这是老牛基金会第
二年在西藏开展阳光工程项目。

日喀则地区萨迦县拉洛乡地
处偏远， 牧民大多以游牧为主逐
水草而居。 尽管当地政府十分重
视解决农牧民生活能源问题，但
诸多限制使集中供电一直未能实
现。 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存在燃料
难、照明难、取暖难等诸多困难。

早在 2011 年 9 月，老牛基金
会就曾资助 74 万元为西藏日喀

则地区仲巴县吉玛乡的农牧民安
装太阳能发电设施， 使全乡 435
户农牧民告别了没有电的不便生
活。基于 2011 年阳光工程项目的
良好效果， 基金会决定今年继续
在西藏地区实施阳光工程， 进一
步扩大该项目的受益范围。

此次阳光工程不仅极大地方
便了拉洛乡牧民的生活， 也使得
全乡唯一一所全日制小学解决了
当下用电难问题， 孩子们从此在
晚上也可以看书、写作业了。与此
同时，为了确保学校用电稳定，老
牛基金会与受赠方共同约定，拉
洛乡中心小学太阳能发电机组仅
限全校师生教学、生活所用，确保
做到“电不出校、专项专用”。除了
捐资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 为确
保设备使用寿命， 达到真正有效

利用， 老牛基金会还将对所有安
装设备的农户进行使用和养护培
训， 对安装在学校的太阳能设备
还安排了专门的养护负责人，实
行一对一负责制。

太阳能电源体积小、 方便携
带，满足了西藏牧区牧民逐水草而
居的游牧生活习惯，是最适合当地
实际情况的获取电力途径。 据了
解，太阳能设备在正常养护和使用
的情况下， 使用寿命可达 15年以
上。 据测算，使用一套太阳能设备
可以使一户农牧民少用牛羊粪 3
吨，柴草 2.5 吨，可使近 1000 平方
米草原灌木免遭砍伐。 采用太阳能
供电，既满足了当地农牧民照明等
用电需求， 又保护了当地生态环
境，这正与老牛基金会环境保护的
理念相契合。 （张晓芳）

阳光工程惠牧民
绿色能源保民生
———老牛基金会 2012年“阳光工程”项目正式启动

� � 本报讯 为解决当前中
国慈善公益复合型人才发展
的瓶颈问题， 由深圳市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发起
设立的“公益星火计划”于
2012 年起正式实施。 该项目
由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
会定向捐赠， 委托香港理工
大学深圳研究院实施。

公益星火计划以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及实操能力的专
业型公益人才为使命， 面向
全 国 选 招 有 一 定 基 础 的
NPO、基金会、媒体、社会企
业、企业 CSR 部门负责人和
相关人士。 桃源居公益发展
基金会将会为优先录取的前
40 名学员提供价值 4.8 万元
全额奖学金支持。

该计划结合香港理工大
学在两岸三地社会服务管理
方面有卓著影响的专业教学

资源和优质理论课程， 集合
社会服务+EMBA 专业师资，
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企业、
媒体、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共
同加盟， 并开拓性地引入了

“实战演练+本土实践+海外
参访+论坛沙龙”的定制化的
教学模式。

“公益星火”计划致力于
搭建一个具有辐射力的跨界
合作平台，商业精英、专家学
者、资深 NGO 领袖与媒体学
员共同学习和深度参与。 针
对性地解决专业复合型人才
匮乏、公益市场不成熟、公益
组织参差不齐等问题。

申请人可登陆 www.csr－
cn.org 直接下载报名表，按照
正常的申报流程报名即可，
公益星火计划拟定于 10 月
底再进行公开课试讲。

（韩笑）

“公益星火”计划全国招生
拟打造慈善公益人才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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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讯 近日， 中国下
一代教育基金会世纪爱心基
金在京正式启动。 第十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
任、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名誉理事长顾秀莲等领导出
席了启动仪式。

世纪爱心基金， 是由世
纪爱心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捐资在中国下一代教育基
金会设立的， 用于资助贫困
学生顺利完成高等教育的爱
心基金。 该基金将通过关工
委系统推选贫困优秀学生，
向每位受助贫困学生每年资
助 5000 元，帮助他们完成大
学四年的学业。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
会理事长田淑兰接受了世

纪爱心国际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涂宏斌捐赠
的 920 万元，并向其颁发了
捐赠证书。

今年九月初， 世纪爱心
基金已完成首批向北京、河
北、山东、海南、广东、武汉共
6 个省 350 名贫困大学生的
资助，并计划在五年内资助 2
万名学生， 十年内资助 5 万
名学生， 力争让更多贫困生
能够实现自己的求学梦想，
也希望学生都不再因为家庭
贫困而上不起学。 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 世纪爱心基金承
诺，所募集的资金将 100%用
于支持贫困学生完成高等教
育， 保证善款的筹集和捐赠
过程全程公开透明。

（张晓芳）

世纪爱心基金在京启动
关键词：爱心基金

本报讯 近日，天地华
宇集团发挥其物流优势，圆
满完成了帮助中国扶贫基
金会将 130 立方米的毛毯、
卫生急救包等救灾物资从
天津免运费运抵云南彝良，
支援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
行动。

此前，云南省昭通市彝
良县发生 5.7 级地震， 造成
74.4 万人受灾，81 人死亡，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7.04 亿
元，随后的暴雨又导致通往
灾区的部分道路阻断。 危急

时刻，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
灾后紧急救援项目战略合
作伙伴 ， 天地华宇集团及
时伸出援手 ， 充分发挥覆
盖全国的公路快运网络 、
专业的车队管理能力及运
输救援经验等优势 ， 克服
道路损毁 、 气候异常等诸
多不利条件，仅用 2 天时间
就跨越 2500 多公里， 将中
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救灾
物资准时、安全地从天津运
抵灾区。

（郭睿 ）

天地华宇发挥快运优势
救灾中彰显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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