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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志得携手福基会助推社区文化建设

“以后我想当空军。 ”来自新
疆喀什的艾提热古丽·沙坦夏在
观看了吉林省长春市大房身机
场举行的“国际军事比赛———
2017”“航空飞镖”项目闭幕式暨
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后坚定地说。

2017 年 8 月 11 日至 13 日，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空军部
队结合航空开放活动开展“春蕾
女童国防教育主题夏令营”。 活

动邀请了来自新疆、云南、四川 3
个省份的藏族、哈萨克族、柯尔
克孜族、 塔吉克族、 蒙古族、白
族、苗族、纳西族、彝族等 9 个民
族的 20 名春蕾女童参加。

夏令营期间， 春蕾女童们
满怀期待与激动， 参观了伪满
皇宫博物院、大房身机场，欣赏
了跳伞表演、 航模表演及飞行
表演。

空军及时援助

这些春蕾女童们曾经面临
着生活的不幸。 云南省丽江市玉
龙县北高蓝天春蕾小学六年级
的颜吉慈清楚地记得原先学校
的样子。“原先学校只有 2 栋砖
木结构的房子，墙上有很大的裂
缝，经常有蛇钻进来，有一次还
把一个学生的手咬伤了，我们全
体师生都提心吊胆的。 ”空军部
队了解到情况后援建了北高蓝
天春蕾小学三层 12 间宽敞明亮
的教室，改写了学校危房授课的
历史。 现在学校除了 6 间教室
外，还配备了音美教室、电脑室、
理科仪器室、图书室、体育器材
室，边疆少数民族的孩子终于能
够安心学习生活。 同时，空军还
为贫困学生发放了助学金。

来自四川雅安宝兴硗碛藏
族小学的教师明树琼这次带领 4
名春蕾女童参加夏令营，辗转近
10 个小时路途才到达长春。明树
琼说，外面的世界给孩子们带来
了很大激励，让他们更有信心好
好学习。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助理胡文新介绍，空军部队自
1995 年参与实施“春蕾计划”以
来，已经把“蓝天春蕾计划”打造
成硕果累累的品牌项目，累计捐
款达 1.25 亿元，援建学校 92 所，
资助 2.5 万余名孩子完成学业。
此外，空军部队还为蓝天春蕾学
校的教师们开展培训，并通过实
用技术培训让春蕾女童掌握一
技之长。“蓝天春蕾计划”的实施
为维护军民团结、边疆稳定和社
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空军政治工作部群工联络
局群众工作处处长李军表示，23
年来， 空军部队的广大官兵、退
休干部等都自发地积极参与到
捐助之中，从自己的津贴、工资
中拿出一部分钱资助困难儿童。

爱国爱军强国强军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内，春蕾
女童们侧耳聆听着讲解员讲述
那段不堪回首却不得不铭记的
历史：清朝灭亡后，军阀割据混
战，日军乘机来犯。 9·18 事变后
东北三省沦陷，数千万普通百姓

被迫远走他乡。
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段屈辱

的历史让春蕾女童们再一次深
刻领会这颠扑不破的道理。

而在长春大房身机场举行
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春蕾女
童们又重新扬眉吐气起来。

“砰砰砰”几声炮响后，飞鸟
散尽，航空表演正式开始。 跳伞
表演中，飞行员们在半空中展开
红色的旌旗迎风飘扬恣意挥洒
风采；航模表演上，纤巧灵动的
飞机骤升骤降、急停翻身，忽而
一冲千里直上云霄，忽而上下左
右连转数圈， 赢得人们阵阵掌
声；飞行表演中，数架飞机保持
整齐的队形拉着彩色的烟带从
人们头顶飞过， 博得阵阵惊叹
声； 歼-10 战斗机伴着巨大的轰
隆声冲天而起，在天空中划出美
丽的弧线， 瞬间又没入云霄，在
场的人们激动难抑，一片欢呼雀
跃……

春蕾女童们对比着饱受屈
辱的近现代和国富军强的新时
期，小小的心里种下了爱国爱军
强国强军的种子。 （徐辉）

春蕾女童国防教育夏令营开营
空军累计捐款春蕾计划 1.25 亿元

空军军官与蓝天春蕾女童亲切交谈 陈维松/摄

2017 年 8 月 17 日，“美丽的
平凡—2018 社区文化展示活动”
启动仪式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
举行。 活动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主办，北京志得投资有限公司
捐赠支持。“希望可以通过活动
的举办， 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
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北京志得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志表示。

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
秘书长缪瑞兰介绍，“美丽的平
凡—2018 全国社区文化展示活
动”是由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
道支持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主办的，以“最美的平凡”为主题
展现“社区和谐名片”的全国性
社区文化活动。

早在 2011 年和 2012 年，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就成功举办
了两届全国社区春晚。 在党的十
八大精神指引下，近几年全国社
区文化发展有了很大的飞跃。 正
是在此基础上， 基金会推出了
“美丽的平凡—2018 全国社区文
化展示活动”。

在了解到这一活动情况后，
一直对社区建设十分关注的北
京志得投资有限公司加入到了
这一活动中。 北京志得是一家集
金融、地产、养老、度假、酒店、商
贸、物流等主业突出、多业繁荣
的现代化集团公司。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
的加速，老年人数量激增，尤其
是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和病残老
人越来越多，这一切都呼唤着社
会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 关爱老
人成为当下社会必须解决的一
道难题，北京志得从老年群体的

最根本需求出发，提出了一套以
医养服务为核心，“社区驿站+居
家养老+候鸟式旅游养老” 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式智慧养老解决
方案。

在这一过程中，社区是很重
要的一环。“从养老中心回到社
区后，养老中心给他制定的一系
列的计划往往就没法执行了，所
以我们也在推动社区志愿行为，
社区志愿者可以对老人进行帮
助、监督，实现高质量的居家养
老。 ”杨志表示。

作为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
的企业，北京志得一直坚持社会
责任和资本价值并重，在不断挑
战自我、追求卓越的同时，不忘
肩负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

7 月 14 日，北京志得就刚刚
参与协办了“暖心工程———旧衣
旧书换绿植公益活动”。“我们就
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将温暖传递，
在后期还会有慰问空巢老人等
一些公益活动，目前也在招募更
多的积极有爱心的志愿者，一起
与北京志得携手中华志愿者协
会奉献爱心， 让世界变得更美
好。 ”杨志表示。

因为在推动志愿服务中的
贡献，2016 年， 北京志得被批准
成为中华志愿者协会尊老助残
志愿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
目前，北京志得正在积极参与推
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尊老助残志
愿者委员会的“时间银行”项目。

谈到此次与中国福利基金
会的合作，杨志表示：“现在空巢
老人很多，他们的一个大问题就
是比较空虚。 我们也希望通过

‘美丽的平凡—
2018 社区文化展
示活动’， 让老人
们精神文化生活
能够更丰富一些，
能够跟大家融入
到一起、融入到社
区的大团体中，真
正地让他们不再
感觉到寂寞。 ”

“作为一个公
民、 作为一个企
业，这是我们的社
会责任。 我相信所
有的老百姓，包括
所有的企业家，都
会有这方面的想
法，只是说我们在
从事养老事业这
一块，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这方
面。 我相信其他的个人以及公司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都会参与
进来。 ”杨志强调。

在启动仪式现场，中国社会
福利基金会秘书长肖隆君与北
京志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志正式签订了捐赠协议。 中纪委
驻民政部纪检组原组长、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刘光和
向杨志颁发了捐赠荣誉证书。

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社
区发展基金执行主任吕培力介
绍，活动启动以后将广泛地走进
全国社区，搭建展现社区文化的
公益性舞台，深入发掘社区生活
的文化精品，丰富和满足社区居
民的精神需求。

通过在全国社区的范围内
开展推选活动，为百姓搭建一个

平等的舞台，发掘来自基层的文
化元素和文化组织，并联合中央
级媒体和社区发展基金的资源，
让活动的影响力和热度贯穿全
年，力争让社区百姓、社区服务
工作者、 关注社区发展的企业、
各级社区主管单位、 新闻媒体
等，在此次活动平台上，最大发
挥各自的作用， 将“美丽的平
凡-社区文化展示”的品牌发扬
光大。

对此， 杨志表示他和北京
志得也会积极参与进来，他说：
“捐赠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接下
来我们自己的文化传媒也会和
基金会一起深入到各个小区里
面去，真正地跟居民打成一片，
然后把他们的作品收集上来，
在这个居民自己的平台上去推
广， 让社区文化得到一个更好

的发展。 ”
与此同时，还会在中央电视

台社会与法频道推出特别节目，
在全国范围内推选优秀社区，通
过各种文化形式及创作展示百
姓幸福生活，打造优质社区文化
的名片， 在全国树立社区服务、
社区公益、社区文化、社区管理
榜样。

活动的开展还将带动长期
社区文化项目的发展，包括成立
社区群众艺术团、开展社区公益
活动、全国社区文化交流、各种
形式的汇演和技能大赛等多种
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

杨志也表示：“接下来我们
会在助学、体育、文化等方面都
成立一些基金，开展包括养老助
老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公益慈善
活动。 ” （王勇）

“美丽的平凡—2018 社区文化展示”活动在京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