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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利华家乐“营养健康计划”进校园
爱心传递健康 快乐铸就未来

� � 日前，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携手联合利华家乐共同打
造的“营养健康计划”走进校园
活动在河北省丰宁县汤河中心
小学拉开了帷幕。 当天，河北省
丰宁县委常委、 县委办公室主
任何元武， 河北省丰宁县团委
党组书记孙志强， 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伙伴关系中心部长
谷岚，家乐品牌代言人林依轮，
联合利华家乐品牌建设总监徐
宇淙， 联合利华配方研发厨师
陈学民以及家乐消费者代表均
来到了活动现场， 并为师生们
带去了密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而编写的《家乐儿童营养膳食
手册》，同时，通过家乐厨师的
现场指导， 开设家乐健康课堂
等形式多样的互动活动， 手把
手地向当地的厨务人员传授营
养膳食搭配的知识， 帮助老师
及学生们树立科学健康的膳食
理念， 改变他们错误的饮食观
念， 从根源上解决我国农村儿
童的营养健康膳食问题，提升他
们膳食质量的水平。

爱心集结力量汇聚

联合利华家乐在为农村儿
童量身打造他们最需要的“软
件”方面支持———家乐专业的营

养师和厨师研发团队撰写的《家
乐儿童营养膳食手册》 的基础
上， 还为孩子们建设了希望厨
房，帮助他们改善不合理的膳食
习惯， 给予科学健康的膳食指
导，提供均衡的膳食知识，从而
实现软硬件相结合， 真正提升
农村孩子的营养水平。 与此同
时， 联合利华家乐还面向自己
的消费者， 在全国范围内征集

“爱心菜谱”， 并在征集上来的
200 多份菜谱中，评选出了部分
优质、 实用的菜谱， 收录进了
“家乐儿童营养膳食手册” 中，
以期让孩子们可以吃得更营养、
更健康。

“家乐结合自身优势，针对
各地农村儿童的实际情况打造
的《家乐儿童营养膳食手册》，是
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利华一
贯坚持的‘小行动、大不同’的可
持续发展理念。 ”联合利华家乐
品牌建设总监徐宇淙先生表示，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参与到这个
项目中来， 集结社会各种力量，
用小爱唤醒大爱，用大爱凝聚力
量，努力将‘营养健康计划’落到
实处， 给农村儿童的膳食带去
‘质’的飞跃，使其能够健康快乐
成长。 ”

联合利华家乐将把凝聚其
研发团队心血、汇集广大热心人

士爱的力量的膳食手册送至覆
盖河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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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将社会各界的温暖和关爱传
递给农村儿童。 联合利华家乐也
希望通过该项目能为所有关心
贫困儿童营养健康问题的人士
搭建一个交流、 学习的平台，并
集思广益，共同为解决贫困儿童
的成长问题献计献策，用爱和真
情温暖这些孩子，用实际行动帮
助他们健康成长。

健康菜谱快乐成长

家乐厨师、营养师团队的到
来不仅为当地师生和家长补上
了一堂营养健康课，同时也将理
论落实到实际操作，使家乐悉心
打造的营养膳食手册得以有效
使用，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农
村地区的整体膳食水平，保障农
村儿童的健康成长。

“家乐提供的这本营养丰
富、搭配合理的膳食手册里不仅
有均衡膳食食谱及其详尽做法，
更有营养搭配小知识、饮食健康
小贴士等内容，为当地的厨务人
员提供了切实可操作的指导，非
常具有实践意义。 ”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伙伴关系中心部长

谷岚女士表示。
在活动现场，为了使孩子能

够更加生动有趣地学习和掌握
营养知识，家乐品牌代言人林依
轮还亲自动手， 教孩子们包饺
子，在传递正确的饮食健康知识
的同时，也为孩子们讲述了许多
膳食搭配原则。“看着孩子们在
学包饺子过程中流露出的快乐，
使我更加感受到帮助他们解决
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让
他们不仅能学习好，更能吃得营
养均衡，拥有更健康的体魄是多
么的重要和有意义。 希望我们这

些叔叔阿姨们对孩子们的关注、
关心和关爱，可以让他们的学校
生活变得更美好，留下更多开心
快乐的回忆。 ”林依轮对此次活
动感慨良多。

据悉，在未来三年，家乐每
年都将捐助 4 所希望厨房，把
《家乐儿童营养膳食手册》 送到
更多的希望小学和乡村小学，并
且会持续致力于为中国的农村
儿童提供均衡的营养膳食解决
方案，以期帮助更多的孩子们解
决他们膳食不均衡的问题。

（白晓威）

� � 本报讯 包括 IBM 杰出
工程师 Bruce 在内的五位来
自全球的 IBM 高管到达南京
的第一天， 就见到了南京市
市长季建业。

这五位高管属于 IBM 的
ESC（Corporate Service Corps
Executive Program）,即“企业
全球精英志愿服务队”。 ESC
是 IBM 于 2008 年启动的一
个高端公益项目。该项目设计
思路是， 选派 IBM 全球总监
级以上的高管组成精英志愿
服务团队， 借助他们的专业
特长和丰富的经验， 向某个
具体城市的政府提供咨询服
务捐赠， 针对该城市经济和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切实
可行的行动方案。

季建业向这五位 IBM 高
管抛出四个关键问题。 一是
如何更好地建设智慧城市，
二是如何发展软件产业，三
是如何通过 IT 驱动产业转
型， 四是如何利用社交媒体
为民生服务。

三个星期后在南京举办
的项目总结汇报会上， 高管
团队向南京市政府领导汇报
了对季建业所提出四个问题
的调研成果， 以及战略愿景
和行动方案。 对于这份五位
专家历经 21 天，通力合作形

成的调研报告，季建业给了很
高的评价： 展示了 IBM 智慧
的结晶和智慧城市的创新成
果， 对于南京市提升理念、拓
展视野、增加知识都有很好的
启发。

IBM 大中华区公众事业
合作部总经理耿晨为 IBM
的 ESC 这五位高管在南京取
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据耿晨
介绍：IBM 志愿者服务体系
划分为三个层级：最基础的员
工日常进行的公益志愿活动，
所提供的主要是员工的个人
时间， 以普通的社区服务为
主；高一层的是通过选拔具有
不同专业和管理背景的员工，
组建服务团队，用团队的专业
技能帮助社区组织发展壮大；
最高层的是通过组织由 IBM
高级管理人员构成的精英服
务团队，为解决城市在发展
中所遇到的挑战提供战略
高度的建议与指导，推动政
策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
IBM ESC 南京项目， 就是其
中之一。

据了解， 此前 IBM ESC
团队已成功为成都市云计算
战略制定， 以及针对食品、电
信、教育等重点行业的发展与
变革，提供了规划和实施方案
等方面的咨询和建议。（徐辉）

本报讯 来自全国各地的志
愿者们兵分两路， 如约集合于福
建、黑龙江。 随着 9 月 20 日上午
揭牌仪式的顺利完成， 两地的支
教活动同期拉开了序幕， 这也标
志着“星星点灯·关爱留守儿童公
益计划” 志愿者行动正式踏上了
征程。今年，“星星点灯·关爱留守
儿童公益计划” 志愿者团队将陆
续走进四川、湖北、福建、黑龙江、
山东等五地， 为当地留守儿童带
去最温馨的关爱。

秉承“关爱万家” 的企业愿

景，2010 年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发起了“星星点灯·关爱留守儿
童公益计划”,通过深入了解留守
儿童现状， 中英人寿制定了物质
援助与情感沟通双管齐下的策
略，在长期进行设施援建的同时，
选择以志愿者爱心支教的形式输
送关爱。两年间，“星星点灯·关爱
留守儿童公益计划” 已经落脚扎
根全国 10 个省区，关爱行动覆盖
近 6 万名留守儿童。

据了解， 此次关爱支教行动
将尝试突破一般支教活动的固有

模式， 以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为
关注重心， 更有指向性地持续发
力， 力图给留守儿童带去最贴心
的温暖。 在这一主题与目标的指
引下， 志愿者的角色无疑将变得
更为关键，也意味着相比其他支
教活动，“星星点灯·关爱留守儿
童公益计划”的每一名志愿者在
前期准备中都需要更加投入、更
有针对性，也正基于此，主办方
为志愿者做了诸多精细的安排和
调配。

（姜江）

本报讯 近日， 中国青年创
业就业基金会和微软（中国）有限
公司合作， 共同实施青年就业创
业信息技能培训项目。 根据安
排， 将向全国 4 万多个乡镇、街
道层级的基层团组织提供微软
最新软件产品；未来三年内双方
还将合作在全国建立 10 个培训
中心，向青年提供信息技能和就
业创业方面的培训。 9 月 24 日，
捐赠签约暨项目启动仪式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陆昊在捐赠仪式上为微软（中国）
有限公司颁授“中国青年创业就
业基金会捐赠证书”和“公益合作

伙伴”铭牌。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
记、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理
事长王晓表示， 微软公司的此次
捐赠在广度和深度上创造了其参
与中国青年公益事业的新纪录，
也体现出其在青年就业创业领域
的三个富有特色的远见： 一是重
视并不断解决“机会鸿沟”；二是
重视并努力提供“系统支持”；三
是重视并努力推动“模式创新”。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大中华区
首 席 执 行 官 贺 乐 赋（Ralph
Haupter）表示，微软一直致力于
缩小阻挡青年获得生存和发展所
必需的技能、教育、经验的机遇鸿
沟， 此次与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

金会的战略合作， 就是希望发挥
微软的技术和产品优势， 以及共
青团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资源和
丰富的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经验，
让更多的中国青年享受信息技术
带来的优势和机遇， 帮助他们发
挥自身潜能、 为社会作出更大贡
献， 这也是微软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 与中国一起携手迈进一个创
新、 有竞争力和充满机会的时代
所做出的努力。据悉，此次微软捐
赠的 4000 万美元最新软件和 300
万美元资金， 将用于支持乡镇街
道青年创业就业工作和团组织信
息化建设。

（胡彬）

联合利华家乐-林依轮、家乐厨师与学生们一起包饺子

IBM五位全球高管助力南京
构建智慧城市 “星星点灯·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计划”启航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获微软 4300 万美元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