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水平
的不断提高，我国学生营养状况
已有较大改善，但由于营养素缺
乏所造成的营养不良，并未随着
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消失，尤其在
某些贫困农村地区，儿童少年的
营养不良情况依然存在。

早在 2004 年， 如新集团就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始合作受
饥儿滋养计划项目，共同发放蜜

儿餐。
2015 年 11 月 25 日，中国扶

贫基金会携手 NU SKIN 如新集
团的志愿者们，踏上了探访云南
省怒江州洛本卓白族乡格甲小
学的旅途，开启了国内第一次蜜
儿餐探访活动。

很多志愿者是第一次来到
这样的山区，一名志愿者说，“若
非亲眼见到、亲身体验、亲自走

过，真的不敢相信就在我们身边
还有如此贫困的状况；没有这一
次的探访活动，也永远无法想象
一包蜜儿餐对一个孩子究竟意
味着什么。 蜜儿餐不仅仅可以补
充丰富孩子们的营养，可以从吃
得饱到吃得好，让贫困地区的孩
子的身体和智力得以正常发育，
它其实还承载着孩子的梦想、家
庭的希望和社会的责任。 ”

2015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
据显示， 到 2014 年末我国仍有
7017 万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线以
下。 我国贫困地区儿童占全国儿
童的 1/5， 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地区的 4000 万儿童， 在健
康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明
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扶贫基金会蜜儿餐项目投
放改善的不仅是孩子们因营养

不良造成的矮小、 瘦弱的身体，
更是孩子们日常毫无意识的饮
食习惯和单一的饮食结构。

随着中国扶贫基金会救灾
和扶贫的脚步，该项目已经走过
全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的 70 多
个县， 发放蜜儿餐超过 1800 万
份，53.5 万名儿童受益。 捐赠爱
心厨房设备 46 套，9100 余名学
生受益。 （张明敏）

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 NU� SKIN 如新集团志愿者
探访蜜儿餐项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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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现有 2400 万聋人，其中
有工作需求的为 648 万， 这其
中，在校大学生约 2 万人。 而每
年， 我国约有 6700 名聋人大学
生毕业，“毕业即失业”这句话形
容他们再贴切不过。 对于他们来
说，要寻找到一个稳定、体面的
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即使找到
了，普遍收入也很低，并且可能
跟他们所学的知识没有直接的
关系。

于是，一个针对聋人的项目
就由此产生了。 在这个项目中，
金光纸业作为出资方，由黄奕聪
慈善基金会和上海小笼包聋人
协力事务所合力为聋人量身设
计课程，并得到上海市聋哑青年
技术学校的支持。 该项目认为聋
人在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设
计方面有许多天赋，但可能缺乏
相对专业的培训。 项目聘用了淘
宝大学的讲师为同学们上课，课
程内容有商业摄影、 平面设计、
电商美工和职场礼仪。 唯一与普
通课堂的不同之处，是无声课堂
中所有老师授课的语言都需要
通过由另外一位讲师来做手语
的翻译。

无声课堂项目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 来自湖北的学员何娇，
在参与项目之间原有一份不太

理想的工作，当她得知该项目以
后， 立马离职来上海参加培训。
但她的母亲对项目产生了怀疑，
认为不可能有不收学费还提供
免费食宿的培训项目。 在同意何
娇前来培训前，何娇的母亲几次
三番和培训班的班主任以电话、
网络视频的方式确认项目的真
实性，并亲自来学校进行验证。

在第一天开班仪式上， 老师
教学员折蝴蝶，蝴蝶寓意蜕变，希
望学员们通过 11 天封闭式培训
之后， 能够化蛹成蝶追逐自己的
梦想。 在这 11 个日日夜夜，学员

们生活学习在一起， 已经成为了
最亲密的伙伴。 白天在一起学习
平面设计、摄影、就业指导，晚上
以小组形式在老师的带领下继续
刻苦练习淘宝 P图技能， 讨论色
彩设计在网店设计中的应用。 在
最后一天毕业典礼上， 学员们将
自己动手制作的淘宝网页展示给
与会嘉宾与师生们， 网页制作处
处都能感受到学员的认真和用
心，也把这 11 天所学技能充分展
示。 学员们以小组的形式通过手
语向大家解说小组口号和作品。
最后专业老师也给予每个团队逐

一点评， 给他们提出宝贵的专业
意见； 与会的嘉宾和领导也对学
员们的成长表示点赞；老师、家长
们对孩子们的成长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 学员们通过努力让人感受
到这 11天的完美蜕变，感受到梦
想被点亮的力量。

毕业典礼上， 有一位学员
的妈妈也来参加了， 她一直坐
在最后一排不发一言， 直到看
到儿子上台展示自己这十几天
的毕业设计。 我们看到这位妈
妈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泪花。
在毕业典礼结束后， 这位妈妈

对老师们表达谢意。 她说：“我
的心愿， 是希望他可以在这个
钢筋混凝土的上海有一份可以
养活自己的工作。 就算没有我，
他也可以过得很好。 ”这也是我
们无声课堂的心愿。

2015 年 7 月 22 日， 金光点
亮梦想班级的 55 位学生毕业
了。 2016 年，项目希望能够持续
地对这些参与过的学员进行回
访，了解他们在寻找工作上面是
否还存在困难，并期待有更多的
介入和关心，让这些学生能够公
平地进入职场，展翅高飞。

金光纸业：放飞梦想的无声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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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在培训结束时放飞象征梦想的纸蝴蝶 培训老师正在无声课堂上教授平面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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