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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19 日， 亚马逊
中国 Kindle“书路计划”电子图书
馆及“爱心书包”捐赠仪式在河
南省桐柏县回龙乡第一中心小
学举行。 亚马逊全球副总裁、
Kindle 中国区总经理张文翊，中
国扶贫基金会资源发展部主任
丁亚冬，青年作家路明以及浙江
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樊芸等出席捐赠仪式，共
同见证了 Kindle“书路计划”电子
图书馆在回龙乡第一中心小学
的 落 成———包 括 14 台 Kindle
Paperwhite 电子书阅读器及浙江
数媒等 6 家出版社免费捐赠的
500 余本电子书籍。 同时，Kindle
还向回龙乡第一中心小学的 500
多名学生捐赠了包括文具和美
术用品的“爱心书包”。

“书路计划”是由 Kindle 与
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创
新公益项目，依托 Kindle 电子书
设备平台、 出版社和作家等资
源，为云南、贵州、河南、河北以
及甘肃五省的 10 所农村小学捐
建 Kindle 电子图书馆。 整个“书
路计划” 围绕阅读和写作而进
行，共分为了三阶段，包括第一
阶段的 10 所小学作文征集及出
版发行、 第二阶段的作文选集
《书路童行》 义卖和第三阶段的
10 所电子图书馆及约 4800 个

“爱心”书包的捐赠。
2000 多名小学生踊跃参与

了此次 Kindle“书路计划”的作文

征集活动，最终 600 多篇文章入
选并被集结成册，出版为作文选
集《书路童行》。 在作文中，小朋
友们赞美家乡、谱写亲情、分享
阅读体会、畅想未来，稚气的文
笔中洋溢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对
梦想的追求，这些真挚动人的文
字也感动了广大的 Kindle 电子
书读者，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
关怀及热忱支持。 目前电子书上
线发行和义卖已圆满结束，义卖
的所有款项悉数用于电子图书
馆的建设。 最终， 共计 138 台
Kindle 电子阅读器用于农村小学
Kindle 电子图书馆的建设。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
渔。 ”Kindle“书路计划”的发起，
是为了帮助那些阅读资源有限
的农村孩子，让他们可以读到更
多更好的书，让他们看到不一样
的世界，将他们带向更多可能的
未来。 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亲
身参与征文比赛，深刻体会“书
山有路勤为径”的道理，鼓励他
们通过多阅读、增见识、勤写作、
逐梦想，亲手谱写属于自己的成
长之路。

亚马逊全球副总裁、Kindle
中国区总经理张文翊在致辞中
表示：“过去三年，Kindle 一直致
力于点燃中国大众的阅读热情，
并在中国搭建起了以电子书阅
读设备、电子书店为核心的完善
生态系统。 在 Kindle 的发展过程
中，激发青少年的阅读热情一直

是我们的关注重点。 我们希望通
过阅读消弭城乡之间、地区之间
的教育鸿沟， 这也是我们发起
‘书路计划’的初衷。 我很欣慰地
看到，‘书路计划’赢得了社会各
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成为一个
让更多爱心人士参与进来的公
益平台。 我也衷心希望借助
Kindle 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优
势，能够继续为改善欠发达地区
儿童的阅读条件贡献力量。 ”

河南省桐柏县回龙乡第一
中心小学校长姚春雨表示：“‘书
路计划’这一公益项目对我们学
校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
缓解了我们学校阅读资源稀缺
的现实问题，也大大鼓励了孩子
们对阅读的热情和对写作的追
求。当孩子们听说他们的作文可
以做成电子书并且可以换回更
多的新书时，有的孩子高兴得在
教室里欢呼，甚至跳了起来。 感
谢 Kindle 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为
孩子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感
谢社会各界人士对我们的爱心
和帮助。 我相信，在 Kindle‘书路
计划’ 电子图书馆的支持
下，孩子们将会拥有更加完
善的阅读条件，尽情享受畅
游书海的乐趣，放飞梦想的
翅膀。 ”

在捐赠仪式上 ，Kindle
中 国 的 志 愿 者 代 表 还 对
Kindle 使用方法进行了现场
讲解。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

师生们在现场演奏了古典音乐，
让孩子们切身体会到了音乐的
魅力。

亚马逊将组织爱心志愿者
对捐助的学校进行回访，实地了
解学生、老师们对 Kindle 电子书
的使用情况，切实解决他们遇到

的问题。 Kindle 还将联合中国扶
贫基金会对所捐电子图书馆中
的 Kindle 电子书阅读器进行设
备维护和内容更新，力求将“书
路计划”真正打造为可持续的公
益项目。

（管乐欣）

筑梦“书路计划”首批亚马逊 Kindle
电子图书馆正式启用

日前，Visa 公司（NYSE：V）
宣布再次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
基金会合作， 在中国大兴安岭
南麓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简称“大兴安岭扶贫地区”）共
建“中国普惠金融教育-金惠工
程国际示范区”（简称“国际示
范区”）， 并与中国扶贫基金会
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内
蒙古自治区试点推广移动互联
网金融教育项目， 提升农村金
融服务水平新模式。

Visa 将与中国金融教育发
展基金会今后三年内在大兴
安岭扶贫地区， 包括黑龙江
省、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辖
内 33 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农
户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以及基
层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能力
建设，并积极争取国内外各方
支持，引入多方资源，探索建
立符合中国国情、助推普惠金
融发展的农村金融普惠及教
育国际示范区。

Visa 公司中国区总经理于
雪莉就上述合作分别与中国金
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初本德理事
长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

兼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签署
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全国人大
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
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
长吴晓灵、Visa 公司全球首席执
行 官 夏 尚 福 （Charles W.
Scharf）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
长刘文奎共同见证了战略合作
备忘录的签署。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长、 现任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
金会名誉理事长吴晓灵表示：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与
Visa 公司将共同在大兴安岭集
中连片扶贫地区全面开展‘金
惠工程’项目。 以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作为指导思想， 把金融
教育和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
施、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拓展农
村支付渠道、 建立农村信用体
系有机结合， 在贫困地区农村
广泛开展金融教育和培训，助
推扶贫开发和普惠金融事业的
发展。 ”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
文奎认为：“扶贫先扶智。 一直
坚持为农村市场提供金融服务

的中和农信准备在今年开展惠
泽乡村———万场金融知识培训
项目， 为其覆盖的 18 个省的
160 多个项目县的农民朋友提
供金融知识普及工作。 在 Visa
支持下， 中和农信将在内蒙古
自治区辖区内进行试点， 预计
首批的金融培训项目将使得四
万人受益。 随着中和农信的业
务拓展在其全国的分支机构进
行推广。 ”

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
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
金融系统自身的努力 ， 更需
要与政府各级部门和各方的
通力合作， 在中国人民银行
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指导下 ，
遵从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
划（2016 ~2020 年）》的原则 ，
合作各方在项目拟实施地指
导和协调农村金融普惠及教
育工作的开展 ； 目标是使国
际示范区内普惠金融及教育
项目成为我国“十三五”时期
金 融 普惠 及 教 育 的 典 范 工
程 ， 并且成为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的最佳实践。

（张慧婧）

2016 年 1 月 27 日， 全国首
部关注艾滋病遗孤的微电影
《爱》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 这部
取材于艾滋遗孤真实故事的微
电影， 由香港智行基金会筹拍，
其众筹项目也在京东公益频道
同步上线。

据编剧骆娟介绍，整部影片
主要呈现艾滋遗孤的成长之路，
且均来源于艾滋遗孤的真实故
事，并还会有许多当年受到艾滋
病影响的孩子们参与到具体的
拍摄工作中。

此前国内已有不少以艾滋
病为题材的电影，大荧幕上有章
子怡、郭富城主演的《最爱》，一
度引发观众对艾滋群体的空前
关注。 关注艾滋病人生活或艾滋
病防治情况的微电影也有不少，
比如在去年艾滋病日上映的《天
空中最亮的星》。《公益时报》记
者了解到， 此次开拍的微电影
《爱》，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艾
滋遗孤这一特殊群体身上，在国
内还尚属首次。

现场，导演魏军在接受《公
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剧组
将亲赴河南、安徽、云南等多地
艾滋遗孤家庭中取景，力保影片
的真实度与震撼性。 不过，由于
剧本故事的主人公已长大成人，
影片的时间跨度较大，剧组将另
外寻找合适演员，不会让当事人
“本色出演”。

此外，他还透露，香港著名
导演关锦鹏也将加盟影片，“关
导一直是智行基金会的义工，他

也将以特别的身份出现在影片
中，大家可以期待下。 ”魏军还透
露， 已经向关导发出监制的邀
约，对方也有可能会以监制身份
加盟支持。

智行基金会创办人杜聪自
2002 年开始资助河南、安徽等地
的艾滋孤儿， 帮助他们完成学
业。 目前，基金会的救助金额累
计近 2 亿元，资助人数也已超过
一万八千人。 对于这部以艾滋孤
儿为原型的微电影《爱》，杜聪相
当有感触，他表示，整部影片素
材取自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将立
体还原艾滋孤儿的成长之路，更
有意义的是，生活中真正的艾滋
孤儿也将参与到影片的拍摄之
中。

杜聪对《公益时报》记者介
绍说：“当我在 1998 年成立基金
会时， 艾滋还是一个敏感的话
题。 我们持续资助与关爱受艾滋
影响的家庭———尤其是孩子，为
他们的学业与职业发展提供机
会，为他们被平等对待而呼吁奔
走。 早年资助的学生早已出来闯
荡，独当一面，70%的学生考上大
学， 他们健康而积极地长大，因
此我才能决定拍摄这一题材的
片子。 ”

“真实展现他们的世界，持
续关注帮扶救助受艾滋病身体
精神双重折磨的孩子。 ”魏军说。
这部聚焦“艾滋遗孤”群体的影
片，预计将在今年 5 月份登陆影
院。

（张璇）

首部关于艾滋遗孤的微电影《爱》
在京开机

助力金融普惠创新，促进精准扶贫开发

Visa携手两家基金会扶贫大兴安岭

� � 满载着孩子们梦想和社会关爱的 Kindle“书路计划”电子图书馆
在 10 所农村小学正式启用，Kindle 通过创新的可持续公益计划点燃
农村青少年的阅读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