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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基金梦想计划走进西藏
项目考察任务圆满完成 将有针对性支持西藏儿童艺术教育

近日， 由中华慈善总会 I
Do 基金和《公益时报》社联合
主办的“I Do 基金梦想计划·
走进西藏”———藏区儿童艺术
教育项目赴藏考察活动正式启
动。 本次考察活动的重点任务
为深入西藏山南地区贡嘎县、
阿里地区措勤县考察当地的民
族文化形式及艺术类型， 同时
了解当地学校的艺术教育整体
情况及需求。

本次考察活动由 I Do 基
金创始人李厚霖先生亲自带
队，随行的还有著名歌星何洁、
影视明星郝蕾及各界慈善人
士。 I Do 基金期望，藉由本次
考察活动， 能更有针对性地为
藏区孩子们的艺术教育方面提
供支持和帮助，同时，还希望能
让西藏独有的民族文化艺术走
进校园， 提高藏区儿童艺术教
育整体水平。

“I Do 基金梦想计划·走进
西藏” 是 2012 年基金启动的艺
术支持公益项目———“梦想计
划”的一个分支项目。 该项目通
过多种渠道，多层次实施对贫困
地区儿童艺术教育帮扶计划，并
且强调艺术教育的独有性与个
性化。“I Do 基金梦想计划·走
进西藏”分支项目，计划在提升
藏区儿童艺术修养的同时，更对
藏族艺术文化的传承发挥重要
作用。

考察活动第一站：
山南地区贡嘎县，藏文化发源地
的艺术魅力

I Do 基金考察团本次西藏
行的第一站是山南地区贡嘎县。
在贡嘎县政府会议室，I Do 基
金考察团一行人首先与当地各
级领导召开座谈会，了解贡嘎县
的民族文化整体情况以及贡嘎
县的教育整体情况。

参加座谈会的有贡嘎县委常
务副书记李贤荣， 贡嘎县委副书
记、 县人大主任西洛次仁等各级
领导。贡嘎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福珊主持座谈会， 对 I Do 基
金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文化
局局长巴桑详细介绍了贡嘎县的
民族文化整体情况以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情况。 贡嘎县当地
最著名的手工艺及民族艺术有两
个典型———邦典织造技艺、 山南
昌果卓舞， 这两种民族艺术及手

工艺形式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教育局长仁增的介
绍中则提到藏区艺术教育的现
状， 表达了学校对艺术教育的迫
切需求。而此次基金的考察行动，
除了考察这两种非遗民族艺术之
外， 还与政府各级领导讨论非遗
项目走进校园的具体项目形式。

此后，考察团还参观了贡嘎
县杰德秀镇格桑邦典厂，会见了
非遗传承人旦增卓嘎，并参观了
织造车间。 目前工厂条件比较简
陋，一些女工用木质的织机织造
邦典。 除此以外，邦典厂还和贡
嘎职业技术学校合作，为学校培
养邦典人才。 看到在邦典厂学习
的一些孩子，I Do 基金创始人
李厚霖深有感触地说道：“这些
孩子的教育应该受到重视，学习
一技之长，可以让这些孩子有更
美好的未来。 ”

I Do 基金创始人李厚霖先
生带领考察团来到位于贡嘎县
的农村实验中学，并向学校捐赠
了价值超过 50 万元的物资，用
于改善当地学校的教学环境。 实
验中学的孩子们给来宾们表演
了自编自演的藏族劳动舞蹈阿
谐，昌果卓舞传承人边巴次仁老
师带领昌果卓舞队表演了昌果
卓舞。 昌果卓舞传承人边巴次仁
老师表示，藏族人民素有“会说
话就会唱歌， 会走路就会跳舞”

的美誉， 对于藏族舞
蹈艺术的传承， 必须
从少年儿童开始培
养。 I Do 基金梦想
计划项目给予孩子们
接触舞蹈的艺术平
台， 激发了孩子们的
艺术热情和舞蹈天
赋， 建立起孩子们的
自信、积极、乐观的生
活态度 ，I Do 基金
梦想计划走进西藏对
藏区儿童艺术教育和
民族文化传承具有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

考察活动第二站：
阿 里 地 区 措 勤 县 完
小，持续 6 年，超越海
拔 4700 米的牵挂！

结束了对山南地
区的考察， 考察团前
往阿里地区措勤县完
全小学。 经过两天的
长途跋涉， 跨越海拔
5000 米的山口， 考察
团终于抵达措勤县完
小， 并针对学校的艺
术教学需求， 向学校
捐赠了价值超过 35
万元的生活物资及艺
术教学物资， 帮助学
校建立活动中心，改

善学校的教学条件。
2008 年至今，I Do 基金连

续 5 年对西藏阿里地区的学校
持续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学和生
活物资援助，在西藏地区累计资
助总金额达 335 万元，捐赠学校
超过 9 所，近万名藏区学生因此
受益。 此外，基金还设立了专项
的阿里助学金，资助考入内地的
贫困生， 为他们赴内地求学、毕
业返藏提供路费支持。

I Do 基金创始人李厚霖先
生表示，此次“I Do 基金梦想计
划·走进西藏”活动，就是希望以
艺术教育为切入点，为少数民族
贫困地区孩子搭建一个平台，为
他们提供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
培养他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的精神。 同时将当地灿烂的民族
文化与青少年艺术培养相结合，
增强青少年对本土文化价值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让西藏地区丰
富的民族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

据悉， I Do 基金将以此次
考察活动的资料素材为基础，对
西藏地区的民族文化进行研究
和梳理，计划通过在西藏贡嘎地
区和阿里地区的学校建立艺术
基地、 设立小额梦想艺术助学
金、邀请专家授课等方式，确保
以有效的方式将“梦想计划”项
目在西藏落地实施。 I Do 基金
梦想计划项目，还将持续开展关
注贫困地区弱势儿童群体的艺
术教育项目，实现更多孩子的人
生价值和艺术梦想。

（张吉红/文）

I Do 基金简介：
I Do 基金于 2008 年 5 月

15 日，由著名企业家李厚霖先生
出资 ， 与中华慈善总会共同创
立，长期致力于救助弱势儿童群
体。 迄今为止，已先后对近 15000
名儿童实施了包括助学、 医疗、
心理成长等方面的援助。

四年来 ，I Do 基金对四川
地震受灾地区实施紧急援助，三
赴青藏高原为西藏贫困地区的
儿童送去生活和学习物资，资助
四川天边小学的孩子下山读书，
帮助北京周边的 10 所打工子弟
学校开展艺术教育……

I Do 基金以专业的企业基
金运作方式，除物质层面的捐助
外 ，同时关注儿童精神 、心理上
的健康成长。

� � 李厚霖向贡嘎县农村实验中学捐赠了
价值超过 50 万元的物资

� � 贡嘎县文化局局长巴桑介绍了当地民
族文化整体情况

� � 贡嘎县杰德秀镇格桑邦典厂里， 女工
用最传统的机器制造邦典

� � 爱心天使何洁、郝蕾与孩子亲切互动，鼓励她们不要
放弃梦想

� � 本次考察活动的重点任务是———了解当地学校的艺
术教育整体情况及需求

� � � � � � 李厚霖等人与措勤完全小学的孩子在一起

考察团的到来给措勤完全小学的孩子们带来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