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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润心田 人保伴你行

首届“中国人民保险国学夏令营”在京落幕

促进母乳喂养高峰论坛在京举办

每逢暑假，开展夏令营已成
为不少关心青少年及青少年教
育的公益组织或企业的常态化
活动，但夏令营的形式和内容可
谓千差万别。 如何创新夏令营模
式和内容，使之成为既受家长和
师生欢迎，又与发起机构理念相
符，更着眼于培养国家未来的有
效公益活动呢？ 近日，中国人民
保险集团发起的首届“中国人民
保险国学夏令营”给出了一份完
美的答卷。

2017 年 7 月 20 日至 25 日，
来自宁夏、贵州、青海、河南 4 个
省（自治区）的 8 所贫困学校，包
括藏族、布依族、回族等 8 个民
族的 88 名师生相聚首都北京，
共同参与了此次“国学夏令营”。
在一周的活动中，孩子们与国学
大师一同诵读经典名篇，在青年
艺术家的引导下欣赏古典音乐，
跟随礼仪指导学习体验传统礼
仪，登长城、游览清华大学、参观
人保博物馆，还参与到中央电视
台《快乐汉语》节目的录制当中，
多种形式近距离感受国学的魅
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今年初，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引发《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 其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
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鼓励通过积极举办以中

华文化为主题的青少年夏令营、
冬令营以及诵读和书写中华经
典等交流活动，增强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信”。

此次中国人民保险国学夏
令营不仅是对以上要求的深化，
更是对三年来开展“中国人民保
险国学希望教室”公益项目的总
结和成果展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
曾指出，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 5000 多
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博
大、深厚的精神家园，为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
厚的滋养。 基于此，自 2014 年开
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人
保公益慈善基金会与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携手打造“中国人
民保险国学希望教室”全国性助
学公益品牌项目，满足部分农村
学校孩子们对国学知识的渴求，
填补农村国学教育的空白。

三年来，该项目累计向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316 所偏远地区
小学的 43642 名学生赠送助学用
品和运动服，为西部地区的学生
制作防寒服，累计捐赠 316 套体
育用品和 10 万余册国学图书。

参加本次夏令营的 88 名师
生均参与过“中国人民保险国学
希望教室”项目，在 25 日的夏令
营上，他们与国学大师、文化学

者互动交流，也将在本次夏令营
及过去三年间对于国学的理解
掌握以各种节目的形式进行汇
报，此外，著名主持人赵忠祥和
杨柳在现场带来精彩的诗词朗
诵，国学推广大使哈辉则带领北
京天使童声合唱团吟唱朗朗上
口的国乐。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副总裁、
中国人保公益慈善基金会常务
副理事长盛和泰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人民保险国学希望教室”
是中国人民保险携手中国青基
会推出的金融系统首家国学公
益活动，此次“中国人民保险国
学夏令营”是“国学希望教室”形
成丰硕社会公益成果的再延续、
再拓展、再创新，体现了中国人
民保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
使命和不忘为民初心的人保文
化。 中国人民保险将持续推进国
学的传承，持续推进中国传统文
化的弘扬，持续推进社会慈善公
益事业的进步。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党
委书记、理事长王剑则表示，“中
国人保国学希望教室”项目在中
国人保各位领导的积极倡导下、
在中国青基会“阅读中国”项目
和主持人专业委员会的支持下，
实现了质的提升与创新。从 2017
年起，孩子们不仅能得到物质上
的援助，还能在国内著名国学导
师和央视知名主播的传授下，系

统学习国学知识。
来自宁夏的教师代表马生

杰说：“夏令营活动让孩子们感
受到了国学之博大、 古典之精
美，带给他们很多人生中难忘的
‘第一次’。 作为教师代表，要努
力把国学文化传递给更多同学，
用国学为他们打开通向世界的
窗口。 ”

中国人民保险成立于 1949
年，是与新中国同生共长的保险

业长子， 位列世界 500 强第 114
位的大型金融央企。 据了解，
2008 年，中国人民保险成立中国
人保公益慈善基金会，在救灾应
急、教育捐助、医疗健康、定点扶
贫、环保文物等领域积极承担企
业社会责任，各类慈善公益项目
支出已超过亿元，在项目推广中
创新突破，屡获殊荣，影响带动
人保系统数十万员工热心公益
事业。 （高文兴）

在闭营仪式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中国人保公益慈善基
金会名誉理事长吴焰接受夏令营学员亲手制作的蕴含民族特色的书
画、手工艺作品

中慈联召开一届五次理事会
刘福清当选副会长兼秘书长

2017 年 8 月 6 日，中国慈善
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
议在北京召开。 民政部党组成
员、 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
付，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促进司司长俞建良，中慈联副会
长杨澜出席会议。 会议由中慈联
副会长徐永光主持。

会议选举通过刘福清同志
担任中慈联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
福清同志曾先后在国家审计署
驻民政部审计局、中纪委监察部
驻民政部纪检组、民政部规划财
务司以及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担任过重要职务，既有丰富的政
府部门工作经历，又有多年担任
慈善组织负责人的经验。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中慈联
2016 年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以

及学术委员会、 救灾委员会、慈
善信托委员会工作报告，增补了
89 名新会员，并通过了其他重大
人事任免事项。 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理事长戚学森、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副理事长刘选国、中国绿
化基金会副主任许新桥等理事
单位代表就报告提出了积极的
改进建议。

詹成付在中国慈善联合会
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上发
表讲话。 詹成付表示，当前，社会
组织特别是慈善组织发展的政
策环境越来越好，这都得益于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慈善工作、对慈善组
织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仅以 2016
年为例，全国人大颁布并实施了
《慈善法》，国家有关方面还出台

了多项鼓励扶持政策。 比如，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审批流
程进一步简化；公益性捐赠三年
结转政策已经落实；慈善捐赠物
资减免税优惠范围不断扩大；公
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问题首
次明确；公益性社会组织申领公
益事业捐赠票据有关问题得以
明确；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力度不
断加大。 这都是 2016 年政府在
慈善领域出台的政策。

詹成付认为，中慈联自 2013
年成立以来， 在维护会员权益、
促进行业发展、 推动行业自律、
参与政策法规制定、弘扬慈善文
化、 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
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了一
系列活动， 逐步在业界取得认
同。 中慈联作为行业组织应当深
刻总结 4 年的历程，走好自己今
后的路程。 詹成付在讲话中要
求，中慈联要讲政治，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要不忘使命，增强
定力；要聚焦主业，循序渐进；要
坚持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服务。

刘福清副会长表示：“感谢
民政部党组和中慈联理事对我
的信任，我一定坚守初心，不辱
使命，努力与大家一同开创慈善
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我相信中慈
联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 （徐辉）

为迎接 2017
年世界母乳喂养
周，7 月 31 日“促
进母乳喂养高峰
论坛 ” 于北京举
行。 本次论坛采用
2017 年世界母乳
喂养周（8 月 1 日
至 7 日 ） 的 主
题———“母 乳 喂
养，共同坚持”，旨
在为促进母乳喂
养的各机构组织
提供交流、 学习和讨论的国际
平台， 从而倡导全社会、 多领
域、多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和支持母乳喂养。

母乳是每一名新生儿能获
得的最天然、最珍贵、最理想的
食物， 它所含有的丰富营养物
质和免疫活性物质是任何配方
奶无法比拟的。 著名医学期刊
《柳叶刀》表明，母乳喂养之于
健康和经济方面的益处巨大，
改善母乳喂养行为每年可以挽
救 82 万人的生命，其中 87%是
6 个月以下婴儿。

作为论坛的主办方， 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高度重视母乳
喂养。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卢迈表示，谈到中国发展，不可
忽视的是儿童的发展。 坚持和
推广母乳喂养， 是保障儿童身

心健康发展、 提升国民素质的
重要一环。而今年初，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与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
金会”）联合发起的母乳喂养提
升计划也正式启动。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
席代表李一诺表示， 盖茨基金
会在全球的理念是希望所有人
实现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这其中， 儿童营养是非常重要
的抓手。 盖茨基金会希望帮助
中国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模式
改善母乳喂养情况， 支持相关
部门和机构更好地开展工作，
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作出示
范， 将中国的成功经验更好地
与其他国家分享， 充分发挥中
国在支持全球营养改善中的重
要作用。 （张慧婧）

与会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