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2 月 6 日， 由湖北
移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捐款
200 万元人民币成立的中华慈
善总会向移山文化爱心基金北
京举行启动仪式。 民政部原副
部长陈虹、 中华慈善总会秘书
长边志伟、 中华慈善总会大众
慈善促进会执行会长张倩玉、
湖北移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
事长向移山等领导、 企业家及
20 余家媒体出席捐赠仪式。

湖北移山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多年来始终把慈善公益作为
企业核心价值理念的重要组成
部分，自 2008 年起至今，公司
带领上万名农民群众分别前往
江苏、甘肃、天津、北京等地开
展建筑等方面的劳务输出，多
次获得“安全文明工地”、“市优

工程”等荣誉称号。 2012 年起，
该公司还主动为乡村捐款 100
多万元，铺设村庄水泥道路、修
建供村民活动的广场和大礼
堂，并为政府办公楼、寺庙的修
缮募捐。

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
伟强调， 慈善事业不仅是一项
扶危济困的事业， 更是一项道
德建设事业。 通过慈善彰显的
正能量， 能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健康地发展。 而中华慈善总会
向移山文化爱心基金的成立，
不仅旨在弘扬慈善文化、 孝道
文化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
化， 并且立足于关爱青少年成
长，通过开展图书捐赠、支教助
学等方面的慈善项目和活动，
回馈社会并实现企业社会责

任，努力营造崇德向善、明德惟
馨的社会氛围。

湖北移山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长向移山表示， 当今世
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
是人才的竞争。 少年儿童是祖
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而培
养人才要靠教育。然而，我国地
大物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
民群众生活水平都还存在或多
或少的差异， 不少地区还存在
孩子上不起学、 学校基础设施
落后等问题。 他说：“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靠我们
这一代，更靠下一代。我们应该
感恩祖国，感恩社会，当自己有
能力的时候， 有责任和义务尽
自己的一份力量，回报社会。 ”

（张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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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3.85亿驾车人播撒社会正能量

第十三届“昆仑奖”评选活动在京启动
2018 年 2 月 6 日，第十三届

“昆仑奖” 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
雄司机评选活动在北京正式启
动。 该评选活动由中华见义勇为
基金会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已持续举办
12 届， 自 2004 年首次开展至今
14 年来， 累计获得近 8000 万张
社会选票，表彰英雄司机 684 人
次，180 余个城市和 200 余个单
位分别获奖，千余篇典型事迹通
过媒体传播至神州大地。

本届评选活动启动后，面向
全国公开征集发生在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机动车驾驶人中涌现出来的
见义勇为典型事迹。

事迹征集结束， 将在 4 月下
旬进行评委会初评， 确定本届评
选活动见义勇为英雄司机 60 个
候选人名单向社会公示。随后，将
组织各地见义勇为基金会相关负
责人召开评委会，评审产生“城市
奖”和“组织奖”,并对 60名候选人

进行投票评议。 投票评选由社会
群众投票（微信+短信）和评委投
票两部分组成， 分别占权重的
70%和 30%，投票结束后，经最终
评审产生第十三届“昆仑奖”全国
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和 50 名
见义勇为英雄司机。下半年，主办
方将举办第十三届“昆仑奖”全国
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颁奖活
动， 对获奖个人及获奖单位进行
表彰。

本届评选活动领导小组成
员、评委会常务副主任，中华见
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乔建仲指
出，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
会提出的大政方针，为深化“昆
仑奖”评选活动内涵，做好见义
勇为英雄宣传，推动社会正义普
及指明了方向。 本届评选将继续
提升活动号召力和影响力，力争
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学英雄、讲
英雄、爱英雄、做英雄的良好氛
围，让正义、正直、友爱的英雄精
神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

社会、弘扬社会正
义的主旋律。

本届评选活
动领导小组成员、
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保
卫部主任李若平
代表中国石油致
辞，他说，见义勇
为精神与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一脉
相承，中国石油多
年来坚定不移参
与“昆仑奖”评选
活动，为中国石油
企业文化注入了
营养。今后，中国石油在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 捍卫祖国蓝天白云的
同时，将继续参与公益事业，以切
实行动承担社会责任， 推进法治
建设， 积极投身到民族复兴的伟
大潮流之中。

经过长达 14年的培育，“昆仑
奖”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评

选活动已成长壮大为中国公益事
业领域的知名品牌。我国机动车保
有量 3.10亿辆，驾驶人 3.85亿人，
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今天，评选活
动将覆盖、 影响社会主流人群，最
大化提升社会正能力，对弘扬见义
勇为精神、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

面起到积极表率作用。
本届评选活动设立“全国十

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奖 10 名，
奖金各 10 万元；设立“全国见义
勇为英雄司机”奖 50 名，奖金各
5 万元；设立“见义勇为英雄司机
城市奖”20 个，“见义勇为英雄司
机组织奖”20 个。 （苏漪）

2018 年 2 月 6 日， 由中国
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主
办， 北京孝乐神州社区文明建
设促进中心和江苏省广电有线
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
办的“永远跟党走 银丝正芳
华———2018 孝乐神州老年文化
盛典”在中国儿童中心剧院举行。

此次盛典在“孝乐神州”的
历届春晚基础上做出了创新。
整场文化盛典围绕“永远跟党
走”和“银丝正芳华”两大主题，
邀请 8 位讲述人分享老年文化
故事，串联起初心、快乐、作为、
传承、 使命和创新六大板块的
13 个原创节目， 为现场观众开
启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老年文化
发现之旅， 一系列异彩纷呈的
节目一再将盛典推向高潮。

盛典还为青年歌唱家黄
堃、郭欣桐授予“孝老爱亲形象

大使”称号。 著名歌剧表演艺术
家、 第二代歌剧白毛女扮演者
李元华老师向广大老年人发出
了“争做新时代新长者” 的倡
议， 号召新时代老年人传播正
能量。 老年文化盛典在孝乐神
州原创歌曲《百善孝为先》的歌
声中完美落下帷幕。

此次孝乐神州老年文化

盛典，是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老龄工作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报告精神，弘扬中华民族孝
老爱亲传统美德， 构建孝老、
养老、敬老的社会环境的一次
重要创新举措，在为广大老年
朋友带来精神文化大餐的同
时，也为老龄文化发展提供了
绝佳的样本。 （苏漪 ）

� 2018 年 2 月 7 日，中国友好
和平发展基金会向摩洛哥拉拉·
萨尔玛基金会捐赠伽玛刀签约
仪式在北京举行。 此次捐赠的伽
马刀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价值近 2000 万元人民币的医疗
设备，未来将作为摩洛哥第二台
伽玛刀，为摩洛哥中、东、南部上
千万人民提供最先进的放射诊
断和治疗服务。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
书长、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李希奎，中国友好和平发
展基金会秘书长贾伶，摩洛哥王
国拉拉·萨尔玛基金会秘书长拉
蒂法·阿比达， 摩洛哥中国友好
协会主席穆罕默德·哈利勒，摩
洛哥王国驻华代办穆拉德·拉亚
齐等一行共同出席了仪式。

摩洛哥拉拉·萨尔玛基金会
由摩洛哥王国王妃拉拉·萨尔玛
于 2005 年创立， 致力于解决摩
洛哥当地癌症患者，特别是儿童
患者的治疗和康复。

在捐赠仪式上， 李希奎表
示，中国与摩洛哥友好往来历史
悠久，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今年恰逢两国建交 60 周年，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及下属中

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将以此
捐赠为契机， 继续深化与拉拉·
萨尔玛基金会、摩中友协的交流
与合作。

据介绍， 此次签约仪式前，
中摩双方已经密集进行了友好
互动。 2017 年 11 月 30 日，双方
签署《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
与摩洛哥拉拉·萨尔玛基金会合
作备忘录》， 透露中国友好和平
发展基金会将向摩方捐赠伽玛
刀及放疗中心。

李希奎指出，此次捐赠的伽
玛刀是由玛西普医学科技发展
（深圳）有限公司生产、中国同辐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放射源，是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医疗设
备，价值近 2000 万元人民币。 基
金会将尽快推动相关设备落地
并投入使用，早日让摩洛哥民众
乃至非洲其他国家民众受益，继
续为摩洛哥及非洲的公益慈善
和卫生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拉蒂法·阿比达对中国友好
和平发展基金会的捐赠表示感
谢。 她称，此次捐赠将开辟两国
合作的新局面，为两国民间友好
合作铺平道路，希望中摩友好世
代相传。 （李庆）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
向摩洛哥捐赠伽玛刀

2018 孝乐神州老年文化盛典在京举办

中华慈善总会向移山文化爱心基金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