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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冬日“三星智能讲堂”迎新年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三星电

子大中华区华北销售部总经理
金东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伙伴关系中心部长迟耀萍一行，
来到北京安民学校东八间校区
和孩子们一起共迎新年，为孩子
们带来新年礼物并送上新年祝
福。

安民学校是三星电子公益
项目———“三星智能讲堂” 的援
助学校之一。 该项目旨在借助三
星电子自身的技术及资源优势，
提高城市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
质量和水平，为孩子们享受均等
教育机会提供帮助。 截至目前，
三星电子已为北京安民学校等
捐建配有先进终端教学设备的
智能教室并进行长期的维护管
理和培训。 此次活动，是三星电
子和青基会对北京安民学校的
回访。

活动中，金东振为在场的每
个小朋友们送上了寓意新年问
候的红色围巾，祝愿孩子们在新
的一年里健康成长。 安民学校的
小朋友们为客人们表演了迎新
年节目， 还展示了他们用三星
Tab 精心绘制的“智能作品”。 有
的孩子描绘了自己出任“北京小
市长”后首都的全新风貌、心中
的“中国梦”，也有孩子制作“电
子贺卡”为在外辛勤奋斗一年的
父母亲送上温馨祝福。 一幅幅稚
嫩而又充满想象力的电子画作
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所有志愿者
及老师们。

金东振在现场表示：“一直
以来， 三星都非常支持教育事
业。 我们希望通过智能讲堂这种
形式，丰富孩子们的视野、增长
孩子们的见识， 在有梦的年纪，
放飞梦想。 ”

“三星智能讲堂”是三星电
子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公益项
目之一。 三星为援助学校提供
了包括电视、 平板电脑、 笔记
本、 打印机等先进终端教学设

备。 硬件设施投入以外，项目实
施三星电子全程参与， 三星电
子的志愿者为援助学校教室完
成翻新装修、电路改造、网络搭
建等系列前期准备工作， 来自

三星的讲师们还会专门为学校
全体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进行
智能互动教学培训。

教育一直是三星全球公益
战略的方向之一。 除“三星智能
讲堂”项目外，三星电子还在中
国开展多个以教育为主线的公
益 项 目 。 三 星 电 子“SOLVE
FOR TOMORROW 探 知 未
来”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
品大赛，鼓励青少年通过勇于创
新、大胆实践来解决身边实际问
题；“TECH INSITITUTE 三星
技术专家培训计划”中，三星电
子为职业学校的学生提供免费
的维修技术培训， 并推荐其就
业。 三星电子表示，未来将继续
投身公益，致力于“做中国人民
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
企业”。

（韩笑）

近日，沃尔沃汽车集团中
国区研发副总裁沈峰围绕汽
车安全及相关企业社会责任
问题，回答了《公益时报》相关
提问。

《公益时报》：在安全领域，
沃尔沃有哪些新技术突破？

沈峰：2010 年，沃尔沃推出
了 City Safety (城市安全系
统 )，可以有效防追尾，自动刹
车。 前几年， 沃尔沃汽车推出
V40，它是全世界目前第一款并
且是仅有的一款配备保护车外
行人的行人安全气囊的车型。

《公益时报》：在你看来，中
国离汽车安全有多远？

沈峰：我认为还很远。比如

说儿童安全， 今天儿童座椅在
中国的使用率可能不到 1%，但
在美国儿童座椅的使用是强制
性的，有法律规定的。中国人不
用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还没
有这个观念。

大部分妈妈认为把孩子
抱在胸前是安全的。 但实际
上在撞车时， 抱在手里的孩
子会像炮弹一样飞出去。 所
以中国需要加大在普及教育
上的力度。

《公益时报 》：沃尔沃一直
在推动儿童安全座椅的立法 ，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推动成
功，这其中的原因有哪些？ 沃尔
沃如何参与与安全相关的公益

活动？
沈峰： 我们刚成立与中国

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一起合作的
“沃尔沃生命奇迹俱乐部”。 此
外， 还有联合国道路安全十年
行动计划， 我们还与 SMG 合
作，制作公益宣传片。沃尔沃汽
车也是最早开发儿童安全座椅
的， 我们帮中国政府来推动把
它列为法律规定。

另外， 车内空气质量也是
安全的一部分， 沃尔沃汽车这
方面是做得最好的。 我们也从
技术上、 从理念上跟中国相应
的部门做过很多的沟通和合
作， 让中国的汽车安全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 （徐辉）

近日， 由中国妇女活动中
心、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联
合主办的 2014 年爱家·童愿

“穿新衣 读新书 看新剧”慈
善拍卖会暨公益表彰会在京举
办。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全国妇联原主席、中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
莲，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名誉副
理事长刘海荣等领导同志出席
活动并向爱心企业代表及个人
颁发证书。

爱家·童愿“穿新衣 读新
书 看新剧” 公益项目由中国
妇女活动中心与中国下一代教
育基金会于 2012 年 10 月联合
发起，通过募捐、慈善拍卖等方
式募集爱心款物向贫困地区弱
势儿童捐赠新衣、新书和新剧，
为他们送去温暖， 已先后走进
贵州、江西、四川、青海、宁夏、
新疆、云南、海南等边远地区，

为那里的 32000 多名孩子实现
了“穿新衣 读新书 看新剧”
的心愿，得到了当地政府、学校
和家长的欢迎和好评。

在慈善拍卖会现场，各界爱
心人士踊跃竞拍， 争相举牌，现
场汇聚成了爱的海洋。 拍卖会得
到了米南阳、张生礼、覃志刚等

20 余位书画家的热心捐助，香
港著名影星关咏荷、周家蔚、曾
淑雅等爱心人士以及近 40 家
爱心企业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本
次拍卖共计 97件拍品， 成功拍
出 346.9万元， 善款将全部用于
“穿新衣 读新书 看新剧”公
益项目。 （张晓芳）

2014 年 12 月 16 日 ，NU
SKIN 如新在澳门举办的年度大
型培训活动“2014 大中华创星学
院”的活动现场，迎来了一群特殊
的表演嘉宾———北京海淀区天云
听力语言康复训练中心的孩子
们。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些孩子
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听力障碍，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表演。 在
舞台上， 孩子们动感十足的舞姿
征服了现场所有的观众， 他们轻
快的舞步、流畅的节拍，都透着一
股子专业范儿， 很难想象年纪小
小的他们并不是依靠音乐的声
音， 而是凭借着对节奏的记忆和
长期以来刻苦的训练为大家呈现
了一场出色的表演。

这群孩子们之所以会和 NU
SKIN 如新结缘、在 NU SKIN 如
新的“2014 大中华创星学院”上一
展舞姿， 就是因为 NU SKIN 如
新的受饥儿滋养计划和一包包营
养丰富的蜜儿餐。 为了缓解全球
儿童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问题，NU
SKIN 如新自 2002 年发起了受饥
儿滋养计划， 向全世界需要滋养
和帮助的孩子们持续提供营养丰
富的食物———蜜儿餐。 由于富含
维生素、矿物质、均衡的碳水化合
物、蛋白质、脂肪、纤维素以及脂
肪酸等， 蜜儿餐能够为儿童正常
脑部发育、 皮肤健康以及免疫系
统提供必需的营养素。

北京市海淀区天云听力言语
康复训练中心成立于 1993 年，目
前在康复中心生活着的 76 个孩
子，绝大部分有听力障碍，极少数
孩子还患有自闭症或唐氏综合
征。 中心专业的老师们不仅照顾
孩子们的日常起居生活， 还要帮
助他们进行言语康复训练、 感觉
统合训练等等。 为了让孩子们在
康复训练的同时能够摄入均衡的
营养，NU SKIN 如新“受饥儿计
划” 两年来通过慈善合作伙伴北
京市残联， 持续地向康复中心的
孩子们捐赠蜜儿餐近 600 包，让
孩子们能够健康、茁壮地成长。康

复中心的校长全贵云表示：“蜜儿
餐所提供的营养让这些孩子们的
个头长得越来越高、身体更结实、
体质越来越好了。 中心里有十几
名孩子被发掘出了舞蹈的才艺，
多次应邀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
视台、浙江电视台等综艺栏目录
制节目，还到国家大剧院参加过
全国性的演出。 ”小朋友们在当
天表演结束后也表示“一定要好
好学习，长大回报社会，要像如
新的叔叔阿姨那样帮助更多的
需要帮助的人”。 此次到澳门表
演，几名小舞蹈家不仅借此机会
向一直捐助他们的 NU SKIN 如
新表达了感谢， 更迈出了他们走
向世界的第一步。 在澳门回归祖
国十五周年之际， 他们游览了大
三巴牌坊、大炮台、金莲花广场，
触摸了历史的脉络； 他们还参观
了澳门科学馆， 在各种科技展览
中寻梦未来。

据了解， 自 2002 年启动以
来， 如新受饥儿滋养计划始终以
社会企业项目的创新模式运行，
NU SKIN 如新集团的事业经营
伙伴、 消费者以及行政员工把营
养丰富的蜜儿餐捐赠给合作的慈
善机构， 并通过这些机构在全世
界 30 多个国家中将关爱送给需
要帮助的孩子。 就在 2014 年 12
月 17 日，NU SKIN 如新集团宣
布， 通过其受饥儿滋养计划已累
计在全球捐赠蜜儿餐超过 4 亿
份， 用于改善和缓解在全世界范
围内儿童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问
题。今年恰逢如新集团创立 30 周
年，这一新的里程碑为如新的 30
周年纪念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无
论是受饥儿滋养计划， 还是 NU
SKIN 如新开展的其他慈善公益
项目，都是与其“善的力量”的企
业使命一脉相承的。 集团成立 30
年来， 一直将这一使命作为经营
和发展的理念， 希望能够让善行
成为一种再生力量， 赋予更多的
人提高生活品质的力量。

（辜哲）

沃尔沃中国区研发副总裁沈峰：

中国需加大儿童座椅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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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拍卖会为儿童献爱心
如新助听障儿童圆梦澳门

学生娓娓讲述自己用三星平板绘制的作品“未来的城市”

香港明星周家蔚被聘为活动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