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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4月 17日，由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艳泓公益基金发起
的主题为“爱行四季”的公益活动
在京冀两地启动。 周艳泓、刘思伟
等明星与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
士一起走进河北定州思语聋儿语
言康复学校，和留守聋哑儿童一起
互动， 开展为期三天的圆梦演出、
职业体验、慈善拍卖等丰富多彩的
爱心活动，并将爱心企业捐助的文
具、图书送到孩子们手中。

聋哑留守儿童同样渴望艺术

河北定州思语聋儿语言康
复学校是一所聋哑儿童学习康
复的特殊学校。学校成立于 2007
年， 致力于培养听障儿童语言、
文化课程、艺术特长等多方面的
发展。 而为了筹集孩子康复治疗
的费用，许多父母选择外出务工
谋生计，这使得这些特殊的孩子
成了留守儿童。 虽然身体有一点
缺陷，但孩子们渴望关爱和对于

艺术的喜爱和所有人一样。
今年 1月 30日， 因天降暴雪

高速封路，艳泓公益基金执行主任
周艳泓被迫缺席原定的手挽手公
益活动，作为助演的聋哑儿童知道
消息后失望得嚎啕大哭。 因此，周
艳泓也一直坚持要和孩子们共同
演出，圆了他们的舞台梦，此次公
益活动即为上次活动的延续。

基于此，周艳泓将“为聋哑
儿童、留守儿童送爱心”定为艳
泓公益基金的重点工作， 她说：
“除了物资上的帮助和教育上的
援助，留守儿童更需要心灵上的
疏导和精神上的关怀，而目前社
会对这一点的关注其实还不高，
好多人觉得这不是个问题。 这几
年我们号召了数百位明星，他们
作为公众人物对社会的影响力
是非常大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
作用，社会对留守儿童精神及心
理层面的关注度慢慢变高了。 ”

周艳泓希望通过“爱行四
季”公益系列活动为社会爱心人

士和爱心项目之间搭建一架爱
心桥梁，形成线上线下互动和全
民参与关注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的良好氛围，打造“爱行四季”公
益品牌，使留守聋哑儿童得到直
接有效的帮助。

让爱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此次公益活动为期三天，内
容包括爱心捐赠、公益演出、职业
体验以及爱心拍卖等。 周艳泓谈
到，之所以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是
希望通过大家微薄的努力让留守
儿童健康、快乐和幸福地生活。她
表示，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无论
是带去一本书，还是一支笔，还是
一次温暖的陪伴， 带给孩子们的
都是希望。“我们应该把做公益当
成一个习惯。就我而言，一方面还
是通过艳泓公益基金对孩子们进
行帮助， 第二点还是通过自身的
影响力，影响我的歌迷，影响我的
明星和企业家朋友， 让他们更多

地加入到爱的行列之中， 这是我
能够做到的， 也是我一直要坚持
做下去的。 ”

对于如何提高公众对留守儿
童及公益事业的热情，基金工作人
员表示应该从“传承”着手，他说：
“我觉得家长做的事情会影响孩
子，孩子从小知道如何行善，也会
去做善事，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

去，这也和我国传统相贴切。 这种
善举、善缘、善心通过自己的行为
慢慢扩散传承到下一代，是为人父
母能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

据了解，此次“爱行四季”公
益活动只是系列爱心行动的开
始，艳泓公益基金团队将会把爱
心进行下去，让爱陪伴孩子们健
康成长。 （皮磊）

艳泓公益基金“爱行四季”系列公益活动启动

赛默飞启动“小小科学家”公益项目 澳佳宝捐 300万支持范冰冰“爱里的心”
2016 年 4 月 15 日，澳大利亚总理

夫人 Lucy Turnbull 女士作为澳洲政
府代表， 亲临现场见证澳洲知名企业
Blackmores 澳佳宝对范冰冰发起的
“爱里的心”公益项目的爱心捐赠。

Blackmores 澳佳宝为帮助西藏阿
里地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尽早
得到救治，恢复健康，倾力支持“爱里
的心” 公益项目并慷慨捐赠 300 万元
善款。作为一家具有 80 年历史的澳洲
天然健康引领品牌， 澳佳宝致力于提
供高品质的自然膳食营养补充剂产品
和服务，长期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
亚洲地区鼓励和支持公益项目。 2015
年 4 月， 澳佳宝在中国全力支持了由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首个国际母婴营
养公益项目———“生命最初 1000 天”，
旨在为贫困地区的母婴提供基础营
养。

此次， 澳佳宝将关注范围扩展
到儿童疾病救治。 Blackmores 澳佳宝
CEO Christine Holgate 表示澳佳宝
专注于为改善人类营养提供科研和

临床研究， 同时承诺支持“爱里的
心” 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救治项目的
实施。

范冰冰及星光麦特传媒集团
CEO 兼总裁陈砺志和合作方北京新
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刘正琛代表该
项目接受了善款捐赠。 范冰冰坦言：

“非常感谢澳佳宝对‘爱里的心’项目
的支持。 先天性心脏病不但会影响一
个孩子一生的健康和发育， 甚至会影
响一个家庭的命运。 贫困地区有太多
患病儿童由于缺乏医疗资源饱受疾病
的痛苦， 我希望自己的坚持可以给他
们一个崭新的人生， 我们还是会坚定
不移地进行下去，继续坚持我们‘救一
个是一个’的理念。 ”

据了解，澳佳宝的捐款将用于为
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提供医疗支持，帮
助患儿早日康复， 开启健康新生活。
澳佳宝希望为“爱里的心”公益项目
的患儿提供更深层的帮助，如科学的
康复营养方案以及澳洲心外科专家
诊疗支持等。

（徐辉）

2016年 4月 12日，科学服务领
域的世界领导者赛默飞世尔科技（以
下简称“赛默飞”）与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正式举行签约仪式，联合开展
赛默飞“小小科学家”科学启蒙公益
项目。 赛默飞将动员 1000余名公司
志愿者在河北、苏州、成都等地区的
乡村小学陆续开展活动，并通过青基
会捐赠 3000 个科学实验课所需的
“科学盒子”， 预计仅 2016年一年将
惠及 15000名乡村小学生。

赛默飞秉持“扎根中国，服务中
国”的理念，始终关注中国青少年科学教育的
发展。 此次公益项目旨在引导小学生发现日
常生活中的科学现象，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
趣，培养未来的科学家。 赛默飞中国区总裁
江志成表示：“依托中国青基会的雄厚实力以
及赛默飞在科学服务领域的领先优势，我们
双方携手合作共同努力，希望能够推动中国
青少年科学教育，推广‘扶贫’转为‘扶智’的
前瞻理念，助推培养中国的科学创新。 ”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杨晓
禹表示：“在赛默飞的支持下，我们共同为这
些农村孩子们打开科学世界的大门。我们期

待在不断加强的科学启蒙教育下，能让这些
孩子们对于科学产生兴趣，成为中国科技创
新的潜在力量。 ”

秉持使世界更健康、更清洁、更安全的
理念，赛默飞在 2016 年推出一系列“改变未
来、希望无限”为主题的社会公益项目，关注
科学教育、癌症治疗、健康生活等重要领域。
这些项目包括赛默飞“小小科学家”科学启蒙
公益项目、“科技创新美好生命” 赛默飞-创
行大学生社会商业项目、“运动小健将” 青少
年体育公益项目以及以抗癌健康为主题的
慈善义跑项目等。 （张明敏）

2016 年 4 月 13 日， 阿克苏
诺贝尔公司在上海宣布，今年的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大学生社会
公益奖（以下简称“大学生公益
奖”）征集工作现已全面启动。 随
着其五周年的到来，“大学生公
益奖”将鼓励中国大学生通过形
式多样的教育行动积极参与社
会实践，用行动来回馈社会。

自 2011 年设立以来，“大学
生公益奖”作为中国第一个以大
学生社团为奖励对象的社会公
益奖项， 已经吸引了全国 77 座
城市 185 所高校的 1000 多个项
目参与申报，影响力覆盖到了全
国 1000 多万大学生。

即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全国范围内凡在 2015 年度
实施完成教育相关社会实践的
大学生社团均可申请这一奖
项。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区总裁、
中国及北亚区装饰漆业务集团
董事总经理林良琦表示：“青年
是创新和活力的源泉，在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关键的作
用。 阿克苏诺贝尔希望通过大学
生公益奖激发年轻一代的创新
意识和创造能力，并通过社会实
践将其实现。 将学生教育和社会
发展更紧密地结合也体现了阿
克苏诺贝尔一直以来所倡导的

‘人·城市’理念。 ”
今年，阿克苏诺贝尔非常高

兴延续和深化与共青团中央学
校部的合作。 在共青团中央学校
部的大力指导下，阿克苏诺贝尔
中国、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知行
促进计划执行委员会、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将联合开展“大学生社
会实践历史及现状研究”特别项
目，收集当前大学生社会实践的
参与现状、组织现状、实践效果
等方面数据，助力大学生社会实
践模式的顶层设计。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
李骥说道：“我们非常高兴阿克
苏诺贝尔中国持续多年参与‘知

行计划’，为共青团组织在‘凝聚
青年、服务大局’的格局中起到
关键性作用。 今年，我们将联合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及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
历史及现状研究，探讨大学生社
会实践模式，助力当代青年学子
成长为德才并重、勇于开拓的人
才。 ”

阿克苏诺贝尔旗下的多个
业务集团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
了今年的“大学生公益奖”，参与
的形式和力度也不断深化。 其中
粉末涂料业务将通过“大学生公
益奖”开展“Interpon 绿色创意脚
本征集”大赛，鼓励大学生们更

积极地加入环境保护的行动中
来。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及北亚
区粉末涂料业务总监汪演斌提
到:“阿克苏诺贝尔一直以来致力
于提供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产品，不遗余力地为宜居的
环境而努力。 作为一个充满社会
责任感的企业公民，阿克苏诺贝
尔一直以来推崇‘永续家园’可
持续发展战略，致力于以更少的
资源创造更多的价值。 我们欢迎
年轻的莘莘学子们和阿克苏诺
贝尔一起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
值。 ”

（李庆）

阿克苏诺贝尔设奖鼓励大学生社会实践

周艳泓、刘思伟等明星走入聋哑儿童学校

“小小科学家”将在一年内惠及 15000 名乡村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