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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明天工程”关爱贫困留守儿童
“童心呵护”项目走进江西

2017 年 5 月 18 日， 明天公
益基金会“温暖明天工程 整村
扶贫革命老区示范项目”在江西
省会昌县开展了以关爱贫困地
区留守儿童为重点的“童心呵
护”项目，为会昌县下辖留守儿
童较多的庄埠乡及洞头乡千余
名学龄儿童送去安全物资、安全
培训教育及安全保险保障等关
爱支持。 这也是继“温暖明天工
程 整村扶贫革命老区示范项
目”启动以来，陆续开展的一系
列慰问老红军、支持基础设施建
设、拉动农业产业发展等多个帮
扶项目后的又一重点关爱行动。

在“温暖明天·童心呵护”留
守儿童关爱项目开展当天，明天
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郭庆涛来到校园和孩子们
在一起，并回忆起了自己的学生
时代，向孩子们分享自己的奋斗
历程，他亲切地给孩子们送来三
点寄语：第一，要励志，给自己制
定一个小目标、中目标，一步步
去实现它；第二，不要怕困难，坚
守梦想；第三，心中要充满温暖，
才能怀抱感恩之心将爱心传递
下去。

在活动现场，明天公益基金
会向当地 1300 名学龄儿童捐赠
了儿童安全书包，该书包借鉴日
本和欧美等国际儿童保护经验
研发，可有效降低溺水、交通意

外等情况的发生，对于改善留守
儿童上下学路上的安全情况来
说更显重要。 同时，基金会对教
师及儿童进行系统规范的安全
培训教育，通过参与式互动体验
方式使学生自主参与课程、掌握
必要安全知识、 提升安全意识。
此外，明天公益基金会还为每个
儿童配套意外伤害保险，在危险
发生时为孩子提供全面保障，降
低家庭负担。

留守儿童问题是贫困地区

最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其中留守
儿童的安全问题更是关注重点。

“温暖明天·童心呵护”留守儿童
关爱项目旨在通过多维度的物
资捐赠、教育培训及保险保障有
效降低贫困地区儿童意外伤害
发生的情况，该项目还将通过后
期持续的回访、跟进等工作长期
为改善当地留守儿童生活现状
作出努力。

“温暖明天·童心呵护”是
“温暖明天工程 整村扶贫革命

老区示范项目” 中的一部分，其
内容针对地区贫困特点及脱贫
需求，是设计整体化、有针对性
且科学合理的扶贫公益项目。
“温暖明天工程” 由明天公益基
金会发起，是集综合扶贫、产业
帮扶、奖学助学、困境救助等多
个部分组成的大型公益项目，在
国家“全面脱贫，精准扶贫”的战
略背景下， 该项目将整合社会、
企业及公益团体的力量，持续改
善与提升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及

贫困群体的生活现状，助力国家
脱贫攻坚战。

明天公益基金会是由明天
控股有限公司出资发起成立的
非公募基金会， 旨在弘扬慈善
精神，增强公众慈善意识，基金
会秉承“企业创造价值、财富回
归社会” 的公益精神， 汇聚企
业、 员工以及社会各界的爱心
和力量， 致力于以公益力量推
进社会进步。

（张慧婧 ）

2017 年 5 月 19 日，由北
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明星义
工分会发起的 2017“一带一
路星星相连” 系列文化援疆
活动在铜牛电影产业园拉开
帷幕。 本次活动是“一带一
路” 北京—新疆公益帮扶计
划系列活动之一。

文化援疆是援疆的重要
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星星相
连” 文化援疆活动是北京市
慈善义工联合会明星义工分
会的重要大型社会公益活动
之一。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多
种文化援疆的形式进行文化
交流增强文化认同， 全面推
进新疆文化建设， 实现以现
代文化引领新疆发展的宏伟
目标。 本次活动由中华文化
促进会主持人专委会捐赠了
由百位著名主持人为中小学
语文课文义务录音的有声课
本。期望通过这次活动，呼吁
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关注新
疆和田地区孩子的汉语听、
说、读、写问题。

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
副会长王骏表示扶贫助学是
联合会公益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 他希望活动能够
帮助到和田地区的孩子更好
的掌握汉语知识。同时，通过
跟北京的学校、学生结对子，

让北京的孩子也在参与公益
活动的同时感受到公益文
化。

“一带一路星星相连”
文化援疆活动启动后不久，
便受到社会各界的热切关
注和积极响应。中华文化促
进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北
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福心
公益鼎力相助，由中华文化
促进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
美声图书馆提供的有声课
文 300 多集，募集了 100 套
铜牛儿童内衣等物资。随后
会邮寄给和田地区 3 所小
学， 为他们带去知识和快
乐。

北京慈善义工联合会明
星义工分会是由国家文化产
业创新实验区内重点园区铜
牛电影产业园， 依托园区电
影平台的影视和明星资源成
立的公益组织， 旨在发展公
益事业，弘扬公益文化，整合
公益资源， 组织明星义工队
伍， 帮助明星树立正面公众
形象， 发挥各个行业明星在
各领域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更好的组织开展慈善事业的
宣传活动， 通过明星自身的
影响力不断壮大从事慈善事
业的力量。

（徐辉）

明星义工分会
“星星相连”文化援疆

▲“温暖明天·童心呵护”活动现场向孩子们
发放儿童安全书包

明天公益基金会在校园内举办“安全培训
课堂”提升儿童安全意识

▲

2017 年 5 月 18 日，秦皇岛凤
凰山乡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在天洋
控股集团的资助下， 走出大山，走
进“梦东方·未来世界”航天主题乐
园，开展了一场主题为“探梦东方，
大山孩子航天乐园奇妙日”的实践
活动。此次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在梦
幻体验中探索未来、 开拓眼界，激
发创造力， 引导他们心怀梦想、积
极进取。

孩子们全程充满了兴奋和对
未知世界的好奇。通过欢乐的知识
竞答， 他们对航天产生了浓厚兴
趣。

在模拟环境中，孩子们演练了
宇航员训练时用到的航天训练器，
体会到拥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更好
的探梦；太空医疗中心里，孩子们
齐心协力救助“受伤”的宇航员，感
受着“自助助人”的快乐；为了减少
太空垃圾排放，孩子们齐心协力寻
找清洁能源，用集体的力量累积太

空生存的能量；
他们还穿上宇
航服拍照留念，
在许愿树上写
下对未来的憧
憬……

一位学生告
诉记者，他最喜
欢乐园里面的

“基因中心”，因
为在那里自己
培养出了适合
月球生长的一

种“新植物”，“将来我要成为一名
宇航员，把我培养的这颗小种子亲
手种到月球上去”。

希望小学的王校长不禁感叹，
孩子们竟然冒出这么多奇思妙想。
他认为，在国家和爱心企业的关心
下，贫困地区学校的办学条件已得
到了大幅提升。“接下来要做的，更
多是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成长，
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对未来的梦
想。 ”

天洋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天洋的公益历程始于 1997 年“天
洋希望小学”的建立。 20 年间，从
最初出资建校，到推出“天洋助学
计划”， 再到组织大学志愿者支教
团走进山区，为学校注入新鲜的教
学理念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未来，
将更加关注孩子的素质教育，为孩
子们创造更多机会， 开拓视野，激
发思维，让他们怀揣梦想，努力学
习，打开通往未来的大门。

此次活动是天洋成立 24 周年
系列司庆活动的一部分，也是天洋
持续 20 年捐资助学、 致力于帮助
贫困地区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环
节。 （高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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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皇岛凤凰山乡天洋
希望小学

1997 年 4 月 21 日 ，天洋先期
捐资 12 万元在青龙县凤凰山乡汤
丈子村建立天洋希望小学。天洋控
股集团总裁周政先生亲自担任名
誉校长。 2007 年以来，天洋公司发
起捐资助教活动，每年向学校师生
捐助奖学金、助学金、教学物品等，
并携手燕山大学志愿者共同开展
助学支教活动，为小朋友带去了丰
富多彩的生活、带去了科学的学习
方法。 20 年来，在企业的协助下，
校方不断改善教学设施，提高教学
条件。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希望
小学现有教职工 18 人， 学生 224
人。

●关于天洋控股集团
天洋 控 股集 团 创 立于 1993

年 ， 目前已发展成为横跨文化产
业、科技产业、消费品、金融投资等
多个产业的大型控股集团。全球总
部位于香港，在洛杉矶和北京设立
了北美总部和中国总部。旗下拥有
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和一家 A 股上
市公司沱牌舍得（600702.SH）。

20年持续关注山区教育 天洋带领贫困儿童走出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