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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核桃·读书慧”促进教育公平
2018 年 5 月 30 日， 由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河北养元智汇饮
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倡导发起
的“书送智慧，梦想起航———‘六
个核桃·读书慧’ 公益基金捐赠
仪式”在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东
德学校举行，此次捐赠仪式也正
式拉开 2018 年度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基
金（以下简称“‘六个核桃·读书
慧’公益基金”）图书捐赠项目的
序幕。

据“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
基金管委会工作人员介绍，2018
年， 该基金将在浙江、 辽宁、山
西、广西、陕西、广东等 6 个省
（区） 的共计 463 所中小学发放
图书及配套设施，希望越来越多
的乡村孩子可以在“书香”中健
康快乐地成长。

助力孩子梦想腾飞

捐赠仪式上，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对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
有限公司为“六个核桃·读书慧”
公益基金项目做出的贡献表示
了感谢。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
事长刘选国表示：“希望通过我
们的努力，让孩子能够‘读好书、
多读书’，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
长大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为建
设吕梁和家乡做贡献。 ”此外，刘
选国还向全校师生讲述了红十
字的由来以及红十字青少年在
校的重要作用，希望“六个核桃·
读书慧”项目这样一个公益平台
既能促进教育改革、 教育公平、
缩减城乡差异，也能有效推动促
进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在学校的
开展，培养受赠学校青少年传承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长大后成为有人道情怀、博爱精
神的合格公民。

本次“六个核桃·读书慧”公
益基金项目捐助的对象———东
德学校，位于革命老区吕梁市方
山县，其 600 余名在校学生以务

工人员子女为主。 活动现场，“六
个核桃·读书慧” 公益基金项目
的千余本图书成为孩子们收到
的最有意义的儿童节礼物。

此次活动，“六个核桃·读书
慧”公益基金还特别邀请了学生
们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
担任阅读导师，为孩子们带来一
堂特别的阅读指导课。 县上其他
学校得知该消息后，均踊跃报名
要求参与听讲。 课堂上，杨红樱
结合自己的作品，跟大家分享平
时阅读和写作的小技巧，讲述自
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及
心理变化。

累计投入 2500 万元

“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基
金是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河北
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共同倡导发起的，旨在关
注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为贫
困地区的中小学捐赠图书及配

套设施。
截至目前，“六个核桃·读书

慧” 公益基金项目已累计投入
2500 万元， 共有湖北、 湖南、山
东、青海、江西、安徽、河南、河
北、云南、四川、重庆、贵州等 12
个省市的 948 所学校受益于项
目捐赠。

为确保公益活动真正落实
到位，“六个核桃·读书慧” 公益
基金项目在确定受捐对象时，实
地考察、严格审批，公开招标遴
选图书供应商，保障资金使用公
平、公正和透明；为培养已配送
“六个核桃·读书慧”书库的学校
的学生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
“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基金开
展了阅读导师培训项目，通过阅
读导师的力量给予孩子正确引
导；在进一步提升捐赠图书的利

用率及学生的阅读能力上，“六
个核桃·读书慧” 公益基金还于
2017 年 12 月开展了首期“书送
智慧，梦想起航”主题征文活动，
受益于“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
基金项目的各地中小学生积极
参与， 共向活动方投稿 1600 余
篇。

此外，“六个核桃·读书慧”
公益基金项目也希望通过一系
列活动，号召更多的爱心人士能
加入到公益助学当中。 为了让更
多贫困地区的学校学生有书读，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还通过蚂蚁
金服公益平台发起“小小书籍
大大梦想”筹款项目，以帮助更
多怀有梦想的学生。 截至目前，
“小小书籍 大大梦想” 网络公
益众筹项目共计筹款 42 万余
元，配送书库 28 所。 （徐辉）

“每走一步都是一份善心，
大手牵小手，爱心传万家。 ”“9
年的坚持， 只希望将这份爱带
到更多孩子们的身边。 ”这些声
音来自 2018 年罗氏儿童义走
的活动现场。

日前， 中国预防性病艾滋
病基金会与罗氏制药中国共同
启动了以“为爱益起走”为主题
的儿童义走公益项目， 这也是
罗氏制药自 2010 年以来，连续
第 9 年践行关爱艾滋致孤儿童
的公益项目。

据了解， 今年主办方创新
性地引入邀请罗氏员工家庭参
与步数累积挑战的形式， 让参
与者以家庭为单位， 完成累积
步数的挑战， 倡导公益从我做
起、从家庭做起，用爱心影响下
一代。 活动发起后很快吸引了
罗氏制药 100 个员工家庭、共
计 400 余位员工志愿者的积极
参与。 同时，项目联动腾讯公益
线上捐款平台， 呼吁更多社会
力量关注艾滋致孤儿童。

义走九载，汇聚大爱

“儿童义走”是罗氏集团传
统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每年 6
月， 全球 9 万多名罗氏员工通
过义走的形式募集善款， 为全
世界因为艾滋病受到影响的儿
童提供帮助。 2010 年，罗氏制药
中国与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
金会合力发起“儿童义走”公益
项目， 救助贵州和四川两地艾
滋致孤的儿童， 为他们提供医
疗、 生活学习补助以及心理辅
导服务。 过去 8 年间，项目已经
募集善款近 300 万元人民币，
持续救助贵州铜仁和四川达州

的两地艾滋致孤儿童超过 1500
人次。

罗氏制药中国总经理周虹
表示：“长期以来， 罗氏始终关
注企业社会责任， 并把回馈社
会作为企业核心理念。 这个理
念伴随着儿童义走， 已经深深
植入了罗氏员工的心中。 希望
我们所走的每一步， 都能化作
一份爱， 帮助更多艾滋致孤的
孩子们， 让他们拥有一个彩色
的童年。 ”

联动线上平台，让公益触
手可及

传统的公益形式受限于地
域、规模和效率问题，很难成为
真正大规模的社会活动， 也消
耗了社会参与者的热心。 秉承

“人人公益”的理念，今年，儿童
义走线上捐款平台继续开通，
不仅降低了公益项目的参与门
槛， 也使得社会参与和传播效
果更为便捷。

据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
金会副理事长马纯钢介绍：“项

目在微信平台开通在线捐款通
道后， 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
关注和支持。 社会公众可以从
这个平台了解更多中国艾滋致
孤儿童的生存状态， 捐款人也
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终端奉
献爱心，伸出援手。 未来，我们
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加入到
关爱艾滋致孤儿童的队伍中
来， 了解中国艾滋致孤儿童的
生存状态，一起发扬爱心、施行
善举。 ”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
新公布的数字显示， 目前中国
有近 7.8 万名孩子因为艾滋病
而失去了双亲或单亲， 这些孩
童绝大部分并没有感染艾滋
病， 但由于社会歧视和缺乏亲
人照料， 他们不仅被剥夺追求
梦想的权利， 连基本的生存都
存在诸多困难。“儿童义走”活
动主办方表示， 对艾滋致孤儿
童的帮助， 不仅要落实在经济
上， 还要给予及时的心理辅导
与关爱， 这样的工作需要长期
的投入， 更需要汇集全社会的
力量。 （徐辉）

备受社会关注的农村留守
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因为长期
在城乡之间奔波迁徙，而被形象
地称为“小候鸟”。 在今年六一儿
童节之际， 肯德基再次发起了
“小候鸟关爱季”公益活动。 从各
地来到首都生活学习的“小候
鸟”们，化身小候鸟阅世界旅行
团文化大使，现身“爱的肯定·语
见未来”活动现场，通过“国际语
言课”和“花语课”的形式与国际
友人亲切交流，与国际友人一起
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六一国际
儿童节。

北京肯德基小候鸟阅世界
旅行团由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
基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肯德
基中国小候鸟基金项目宗旨成
立，立足于北京国际化大都市背
景及首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
定位，以肯德基品牌优势，借助
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通过一系
列社会认知活动，将“小候鸟”的
日常阅读与社会实践结合，帮助
“小候鸟”开拓国际视野，了解外
国文化，让“小候鸟”们通过肯德
基公益活动打开与世界沟通的
文化交流之窗。

作为感谢，北京肯德基小候
鸟阅世界旅行团的小朋友们也
送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粽子
作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礼物，并
向现场的外国友人展示了中国
不同地区的端午节文化。 一场其
乐融融的文化交流盛会在浓郁
的节日气氛中展开， 活动最后
的“小候鸟”花语手作课，也让
现场的外国友人和“小候鸟”们
一起， 用多肉植物打造出众人
理想中的“地球村”，见证了全
球人民的友谊。 北京肯德基小
候鸟阅世界旅行团的小朋友们
在活动中收到了“爱的肯定”：

“感谢这些国外的大哥哥、大姐
姐们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忘
的六一儿童节， 我们会努力学
习，未来将祖国文化带给全球的
小朋友们，让他们了解我们幸福
的家。 ”

未来，肯德基将始终以真情
关爱积极投入公益领域， 秉承

“爱的肯定”公益核心理念，在不
断加速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忘回
馈社会，发挥行业优势，持续为
弱势群体提供切实的帮助。

（张慧婧）

肯德基小候鸟阅世界旅行团
儿童节收获“爱的肯定”

关爱艾滋致孤儿童，为爱“益”起走
2018罗氏儿童义走活动在沪举行

2018 罗氏儿童义走公益项目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