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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山西临汾红丝带
学校的 28 名师生和孩子们来到
五台山，参加“童行相伴———清
凉山心灵成长夏令营”活动。

“童行相伴———清凉山心灵
成长夏令营”活动是北京真容公
益基金会设立的艾滋病孤儿成
长关爱项目的一部分，该活动是
为了让艾滋病孤儿们也能像正
常儿童一样，走出校门，走入自
然和文化古迹，从而给他们带来
不一样的游学体验。

来自临汾学校的帅帅（化
名）换上 361°集团捐赠的新衣新
鞋，与首都体育学院的志愿者老
师互动游戏中，脸上一直洋溢着
笑容。 帅帅告诉《公益时报》，这
是他第一次来临汾以外的地方，
既好奇又开心，增长了见识。 北
京真容公益基金会相关负责人
说， 第一次在学校见到帅帅时，
他总是低着头，都不肯和基金会
工作人员有正面的眼神接触。
“看到帅帅来到五台山这么开
心，觉得艾滋病孤儿成长关爱项
目的开展是值得的。 ”

北京真容公益基金会秉持
扶弱恤孤、 慈善救助的理念，设
立了艾滋病孤儿成长关爱项目。
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是该项目

在 2016 年的试点学校。
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创建

于 2006 年 9 月 1 日，是全国唯一
一所专门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全
日制学校。 这些患儿都是通过母
婴传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些
艾滋病儿童患者绝大多数已经
父母双亡，孩子们本身也患有艾
滋病机会性感染病症。

北京真容公益基金会希望
通过设立的艾滋病孤儿成长关
爱项目，积极推动社会对艾滋病
孤儿这一特殊人群的成长关爱
和发展支持，期望为艾滋病孤儿
带来除了生活救助以外的关爱，
让他们从小深切地体会到社会
对他不抛弃、不放弃。 通过长久
切实地对这一个群体的关爱，消
除社会的歧视，在他们心中种下
善的种子，健康快乐成长，从而
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形成坚毅自强、百折不挠的精神
情操，更加自信地、亲和地融入
到社会生活中。

除了“童行相伴———清凉山
心灵成长夏令营”活动，艾滋病
孤儿成长关爱项目还将在山西
临汾红丝带学校开展“儿童成长
关爱体育培训课程”和支持援建
学校的操场。

“儿童成长关爱体育培训
课程” 由北京真容公益基金会
联合大、 中、 小学体育及心理
学、 社会学等多领域教师共同
开发设计，以“体育团队游戏”
与“亲社会行为”为核心，同时
建立老师培养机制， 让当地老
师也有能力参与组织和实施。
课程的实施将在儿童心理教

育、体育教育、社会认知教育、
行为教育等艾滋病孤儿的特殊
教育中探索一条更加有利于这
类特殊人群心性健康成长的道
路和建立相应的标准。

为了让“儿童成长关爱体育
培训课程”更好地开展，给学校
的艾滋病孤儿提供更好的教学
场地，改善教学方式，北京真容

公益基金会将支持援建该学校
的操场。

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艾
滋病孤儿监护网络，保障艾滋病
孤儿健康成长权益；探索艾滋病
孤儿成长融入社会的心理模式
和行为模式及标准的建设，弥补
特殊教育领域的空白。

（徐辉）

北京真容公益探索关爱艾滋病孤儿新模式

“童行相伴———清凉山心灵成长夏令营”开营

8 月 25 日，首家“BMW 儿
童交通安全体验馆”在沈阳科学
宫正式开馆。 这是宝马在国内建
立的首个公益性质的室内固定
儿童交通安全体验馆，也是东北
地区首家公益性质的儿童交通
安全体验场馆 。 这意味着 ，
“BMW 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这
一至今已有 12 年历史的企业社
会责任项目，以创新的形式实现
了在儿童交通安全教育领域的
全新升级，为中国社会做出更多
的贡献。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海森博士、沈
阳市政府秘书长连茂君先生共
同出席了开馆仪式。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海森博士表示：
“我们始终坚信， 一个优秀的企
业公民不仅要具备出色的商业
能力， 还应对利益相关方负责，
并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BMW 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是我
们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历史最悠
久的项目，至今已经有十二年历
史。‘BMW 儿童交通安全体验
馆’是 BMW 儿童安全训练营在
积累了 12 年经验的基础上，顺
应社会需求的创新成果。 2016 年
正值宝马集团百年，在沈阳建立
首家‘BMW 儿童交通安全体验
馆’， 是华晨宝马为故乡沈阳的
广大父母与孩子送上的最好的
礼物。 ”

首家 BMW 儿童交通安全
体验馆是由公安部交通管理科

学研究所专业指导， 结合 4 至 9
岁儿童的心理特点，进行场景和
设备教具设计而成。 BMW 儿童
交通安全体验馆分为九大功能
区：校车安全体验、儿童安全座
椅碰撞演示、 儿童安全座椅展
示、交通安全标识互动区、安安
驾校、安安魔音坊、安安创新社、
安安大讲堂和安安影院。

BMW 儿童交通安全体验馆
具有如下特点： 在教育对象方
面，强调不仅要培训儿童，更要
培训家长。 针对当前国内家长普
遍存在安全意识薄弱、安全知识
欠缺的问题，专门开发了针对家
长的体验区与体验内容。

体验内容方面，抓住目前儿
童交通安全的核心问题，比如校
车安全，儿童安全座椅，进行针
对性设计。

体验形式方面，针对儿童特
点， 摒弃了传统的单向知识输
入，而是采用创新科技、亲子互
动与浸入式的学习理念，促进孩
子和家长共同学习儿童交通安
全知识，并通过功能设计激发孩
子自主的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和
创新精神。

BMW 儿童交通安全体验馆
将全年免费面向公众开放。 除了
以团队预约的形式，面向各界家
长和儿童提供科学、互动的体验
式安全教育，还会定期推出特定
的主题日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
式，普及儿童交通安全知识。

（张慧婧）

8 月 27 日，“中脉青少年安
全自护嘉年华” 活动在福建广
播电视中心举行。 据了解，该活
动是“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
动”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帮
助更多少年儿童学习安全知
识，提高安全应急能力，在健康
成长之路上远离伤害。

现场， 百余名孩子在家长
的陪伴下体验了交通安全、急
救互救、消防安全、自然灾害、
运动安全、 综合安全等 6 个体
验区， 并且在志愿者的引导和
专业讲解下学会了多种实用的
安全技能， 包括在火灾来临时
如何系逃生绳索、 如何使用报
警电话、 在受伤时如何包扎止
血和如何制作简易担架搬运伤
员等。“孩子们在大人的带领下
完成了亲子通关式体验， 这是

一种双赢， 家长和孩子们既收
获了安全知识， 又增进了家庭
亲情。 ”参加活动的一位家长这
样说道。

“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
动”是 2014 年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联合中脉道和公益基金
会、 中脉科技美体事业部共同
发起的全国性公益项目， 三年
间计划投入 1500 万元人民币。
该项目旨在通过建设青少年安
全体验教室， 培养安全教育师
资，开展安全管理培训班，组织
体验式安全知识学习， 举办大
型户外安全自护嘉年华， 开展
安全守护志愿者进校园活动等
形式， 帮助校园建立并完善安
全管理体系和安全教育体系，
帮助师生学习安全知识、 树立
安全意识、 强化应对各种风险

的应急能力， 从而保障青少年
生命安全。

截止到 2016 年 7 月，“中脉
青少年安全守护行动” 已建成
38 间中脉安全体验教室， 分布
于辽宁、四川、浙江、北京、广东
等 13 省 22 市，累计受益儿童达
12 万人。 中脉安全体验教室的
落成与使用将起到积极的示范
作用， 对推动全国青少年安全
教育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表示， 党和国家历来
高度重视儿童少年健康成长，
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儿童健
康成长的法律法规、 政策措施
和发展规划， 为促进儿童全面
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张建仑谈道，“‘中脉青少年
安全守护行动’ 是中脉道和公
益基金会儿童领域发展的品牌
项目， 希望通过建设中脉安全
体验教室、 开展安全自护嘉年
华活动、 开设安全教育课程等
形式为青少年营造轻松、 实用
的学习安全自护知识与技能的
环境。 ”

中脉科技美体事业部业务
总裁邱伟杰表示， 希望通过捐
建中脉安全体验教室， 通过寓
教于乐的教育模式， 在孩子们
心里种下安全的种子， 守护孩
子一生的安全成长。

（皮磊）

首家 BMW儿童交通安全体验馆
在沈阳正式开馆

中脉青少年安全自护嘉年华在闽启动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童行相伴———清凉山心灵成长夏令营”活动现场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将安全教育资源包交付给中脉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