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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1专题

马大姐还孩子快乐童年
发起留年时光公益项目

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根
和魂，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活力源
泉。 2017 年 8 月 8 日，由中华思
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新能源公益
基金（以下简称“思源·新能源公
益基金”）主办、卜里书院承办、
民建焦作直属支部协办的第三
期寻觅真经公益书学堂在河南
多氟多科技大厦举行，共资助中
西部 12 个省 48 名学员参加为
期 15 天的培训， 帮助他们系统
学习书学、太极拳、经典诵读等
传统文化精髓，以期通过文化扶
贫助力脱贫攻坚战。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常务副秘书长陶鸣，中国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宋华平，中国书协西
部书界新秀系列书法研修班负
责人兼班主任张国朝，民建河南
省委调研处调研员李军，民建焦
作市委主委买万国，多氟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
多”）董事长李世江，民建焦作市

委副主委、多氟多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思源·新能源公
益基金管委会主任李云峰出席
本次活动开班典礼。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常务副秘书长陶鸣在讲话中表
示， 希望多氟多在传统文化、新
能源产业和其他领域开展系统、
专业的培训，带领、引导西部地
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促进我国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据了解，多氟多是在氟、锂、
硅三个元素的细分领域进行化
学和能源研究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不但取得冰晶石、氟化铝、
六氟磷酸锂、电子级氢氟酸 4 个
产品世界第一（六氟磷酸锂打破
国际垄断）， 挺起了民族氟化工
的脊梁，而且形成了以新材料体
系为支撑， 以新能源汽车为引
领，以电动汽车动力总成为核心
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多氟多
董事长李世江说：“多氟多除了

捐资 500 万元设立‘思源·新能
源公益基金’外，还在精准扶贫、
鼓励青年创业、为慈善机构捐款
捐物、扶贫助学、抗震救灾、救孤
助残、爱心敬老、组织无偿献血、
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社会公
益事业中累计捐赠金额达 400
多万元。 ”

据了解，卜里书院坐落于河
南温县，因温县为孔子七十二贤
之一的卜商（后世尊称“卜子”）
故里，故得名“卜里书院”。 2017
年 3 月， 在社会各界支持帮助
下，书院在温县复立。 卜里书院
在艰难复立的过程中多次得到
多氟多的资助，如今，多氟多依
托其捐赠发起的思源·新能源公
益基金， 支持书院开展更加规
范、更大规模、更大影响的传统
文化公益活动，帮助学员们学有
所成、经世致用，带动和帮助中
西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崔喜芹）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和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TRAFFIC） 最新发布的《2017
中国象牙市场回访调查》研究报
告显示，自中国政府去年年底宣
布国内象牙禁贸时间表后，国内
象牙市场的交易量减少，象牙价
格也有所下降。

今年 3 月国家林业局公布
的 67 家第一批停止商业性加工
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的定点加
工单位和定点销售场所已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逐渐停止
销售，其余的 105 家加工销售场
所也将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
关停。

2017 年 4 月 至 5 月 ，
TRAFFIC 和 WWF 人员走访了
23 个城市的 110 家象牙合法销
售场所， 覆盖了 2015 年国家林
业局批准的 130 家合法销售点
的 85%， 并调查了 22 个城市的
503 家非法店铺、31 个网站以及
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情况。

第 一 批 关 闭 名 单 中 ，
TRAFFIC 走访其中 50 家店铺
的结果显示，除一家在私下非法
销售象牙制品外，其他均已经停
止销售象牙制品； 第二批（2017
年底前停止象牙贸易） 名单中，
TRAFFIC 走访的其中 60 家店
铺中有 17 家（28.3%）存在违规
现象。

关于非法象牙市场情况，本
次走访 22 个城市的 503 家店铺
共发现非法象牙制品 2307 件，
平均每家店铺出售象牙制品 5
件， 单店平均非法象牙数比
2016 年减少 49%，比 2007 年下
降了 73%。

2017 年 1 至 4 月的网络调
查发现了新发布非法象牙制品
广告 1687 条，比 2016 年同期降
低 19%。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
的非法象牙信息、图片和视频分
别比 2016 年同期减少 28% 、

15%和 47%。
在合法象牙市场中，平均一

双象牙筷子的价格是 3733 元/
双 ， 一只象牙手镯的价格是
10893 元/个。 非法市场中，象牙
筷子平均价格为 1055 元/双，象
牙手镯为 3911 元/个，分别是合
法市场价格的 28%和 36%。相比
较，目前非法市场中象牙筷子和
象牙手镯分别比 5 年前便宜了
57%和 25%。 非法市场中的象牙

“面包圈”2017 年平均价格为 32
元/克，价格与 2012 年（31 元/
克）基本持平。

此外，通过北京市场一系列
的价格可以看出，2016 年北京
非法市场原牙价格比 2015 年下
降 20 ~25% ，2017 年则比 2016
年下降 50%。 总的来说，原牙价
格在过去三年里下降显著。

“象牙禁贸正在按照公布的
时间表如期进行，这个情况十分
可喜。 商业象牙的禁令不仅可
以有效地促进执法，而且可以加
强公众对非法象牙的认知。 ”
TRAFFIC 中国办公室主任兼
WWF 中国野生物贸易项目主
任周非说道，“禁贸之后的工作
挑战应当是防止象牙库存流入
非法市场或邻国。 今年是禁贸
关键年，WWF 和 TRAFFIC 已
经准备好为中国全面有效的禁
贸提供协助。 ”

去年召开的第 17 次《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大
会》（CITES 公约） 缔约方大会
通过决议，呼吁凡存在国内合法
象牙市场且导致盗猎和非法贸
易的缔约方，应尽快停止国内象
牙及其制品的商业性贸易 。
WWF 和 TRAFFIC 支持此项决
议并敦促各缔约方特别是我国
的邻国采取类似禁贸措施，使非
洲大象在未来不再受盗猎的威
胁。

（高文兴）

多氟多助力中西部地区文化扶贫 禁贸后国内象牙市场
呈萎缩趋势

� � 2017 年 8 月 8 日，马大姐食
品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北
京联合发起的“留年时光———让
孩子回归传统手工益智互动乐
趣”公益项目在全国启动，该项
目旨在还孩子们一个快乐的童
年。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朱锡
生秘书长表示，此项目具有里程
碑意义，不仅给孩子提供近距离
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引导
孩子们接触积极向上，又能通过
传统游戏促进孩童手、眼、脑协
调发育及智力发育。 此外，项目
还借此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

化，给孩子们建立文化自信的传
统观念。

马大姐食品执行总经理马
立凯介绍， 本次活动的初衷是
希望孩子们回归中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远离网络游戏的毒害。
有现象表明， 长期沉溺于网络
游戏的孩子缺乏与人正常的交
流， 游戏不仅伤害孩子的身心
健康， 还容易让其沉溺其中无
法自拔，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极
其恶劣的影响。 这次活动希望
通过传承手工益智互动游戏的
契机， 让孩子规避网络游戏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 加强与家长
的亲情互动。

该项目还在网上形成了讨
论热潮。 参加活动的孩子家长告

诉记者，通过折纸等方式让孩子
放下手机， 对传统技艺产生兴
趣，不仅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
和思维能力，还让孩子了解到中
国传统手工的精髓，领略到小手
工折射出的大智慧。

在此次公益项目启动仪式
上，马大姐食品还特意邀请到十
几个家庭一起到现场体验传统
手工的乐趣。 在老师和家长的指
导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作品跃
然纸上，活动氛围十分热烈。

将创新和传统结合

据了解，此次活动范围将进
一步扩大，主要以北京、天津等
10 个城市为主导，辐射全国。 项

目以全国妇联与马大姐食品各
地经销商为依托， 通过社区、学
校、超市等多种渠道发放传统手
工折纸、剪纸花、橡皮泥等物件，
由 18 岁以下的孩子自由创作，
并发送视频或照片记录创作瞬
间，通过网络平台参与评选。 主
办方还设立相关奖项，让获奖者
能够获得金额不小的奖金，并加
入马大姐食品主办的传统文化
游学活动。

在此次发布会上，马大姐食
品新品“留年时光”亮相，将品牌
名称融入传统文化。 该款产品不
仅在制作上十分考究，原材料高
昂、包装精美，还精心地加上坚
果、蓝莓等有营养成分，属目前
中国档次最高的糖果。

这次发布会另一亮点环节
是项目还携手《筑梦中国》栏目
的开机仪式。 借助央视这档寓
意深刻的栏目， 昭示着马大姐
食品攻城略地的征程， 也让外
界感知到作为民族品牌的马大
姐食品的梦想启航， 为“中国
梦”助力。

马大姐食品品牌负责人杨
学宝表示， 自品牌成立之初，马
大姐食品就一直致力于将创新
与传统相结合。 通过这次联合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公司希望能
够让全社会正视孩子们的身心
健康与成长，让孩子们了解传统
手工的乐趣和智慧，取代沉溺网
络游戏的负面影响。

（徐辉）

2017 年 8 月 7 日， 由辽宁
天麒玉器集团向中华慈善总会
捐款人民币 200 万元成立的中
华慈善总会天使慈善基金在北
京正式启动。全国工商联原副主
席王治国、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
边志伟、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
长张倩玉、辽宁天麒玉器集团董
事长张志辉等领导、企业家及新
闻媒体人士出席启动仪式。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
望。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全国各
地仍存在大量的残障青少年。由
于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成长，他们
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无奈，无法正
常接受教育、难以就业，甚至无
法维持生计，给社会和家庭带来
不可估量的负担。 尽管如此，在
这个特殊的群体中，仍有很多人
并没有因为身体的不完整而自
暴自弃，相反，他们顽强拼搏，就

像天使一样，在全社会传递着一
股股强大的正能量。

为此，辽宁天麒玉器集团决
定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人民币
200 万元成立中华慈善总会天
使慈善基金，旨在为身体残障或
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提供一个
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帮助他
们掌握一技之长，使他们通过自
己的双手自力更生， 走出封闭，
融入社会，有尊严地生活。

辽宁天麒玉器集团董事长张
志辉表示：“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
眼中的天使。实践证明，很多残障
青少年拥有巨大的创造潜力，完
全有能力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
状， 从而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
有用的人才。对于这些孩子，社会
的帮助不应仅停留在心理上的安
慰和鼓励， 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
供更多的就业指导和就业机会，

给予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
这次捐款设立中华慈善总会天使
慈善基金， 就是希望在中华慈善
总会的指导下规范化、 可持续性
地将好事做好， 帮助更多的残障
青少年自立自强， 使他们从需要
帮助的‘残疾人’华丽转身为能够
帮助别人的‘天使人’。 ”

中华慈善总会自 1994 年成
立至今， 直接募集慈善款物共折
合人民币 600多亿元， 使数以千
万计的困难群众得到了不同形式
的救助。 近几年来，中华慈善总会
开展了救灾、扶贫、安老、助孤、支
教、助学、扶残、助医等八大方面
几十个慈善项目， 逐步形成了遍
布全国、 规模巨大的慈善援助体
系。 中华慈善总会作为中国最大、
最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之一，已
成为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稳步发展
的一条重要枢纽。 （张慧婧）

中华慈善总会天使慈善基金在京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