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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少女多年热心公益慈善

捐赠“益星一屏”落户北京打工子弟学校
� � 2018 年 8 月 17 日下午，由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北京电
影学院联合发起的“益星一屏”
公益项目在北京市昌平区打工
子弟学校———南七家村实验学
校落地。

在参加捐赠仪式的队伍中，
一位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的少女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她时而和年
幼的学弟学妹们窃窃私语，时而
帮助老师维持秩序，看上去也就
十多岁，但脸上始终挂着沉静内
敛的微笑。

直到她带着几分羞涩站到
舞台中央发言时，记者才恍然大
悟———原来她就是此次公益活
动的捐赠人，她叫陈姿凝，今年
15 岁。 为了达成这次公益捐赠，
她拿出自己积攒了十多年的压
岁钱，为南七家村实验学校送来
了价值十万元的爱心屏幕。

在跟记者短暂的交流中，陈
姿凝讲述了自己对公益的理解。
她说自己第一次接触公益是在
上小学时，有一次学校组织全班
去福利院探访，当时有一个独耳
的孩子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
印象。

“那个孩子虽然是残障，但
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对爱
的渴望，得到别人关怀时的那种
满足感和幸福感， 让我很震撼，
也很难忘。 我忽然觉得自己可以
为别人做些什么。 ”陈姿凝腼腆

地说。
自此，陈姿凝的公益之路便

一发不可收。 她经常会利用课余
时间去福利院、敬老院等机构探
访，帮助老人或孩子们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 不知不觉，她已经
成为一名资深的公益志愿者。

今年九月，陈姿凝即将出国
读书了。 临行之前，她终于完成
了 自 己 计 划 之 内 的 公 益 梦
想———成为“益星一屏”的捐赠
人， 为同学们送去实实在在的一
份爱心。陈姿凝告诉记者，出国之
后，她依然会关注“益星一屏”公
益项目的发展， 还会将这件事告
诉她所有的老师和同学， 假期如
果有时间， 她要邀请同学们和她
一起回国参与“益星一屏”项目，
更深层地践行公益，提升自我。

据“益星一屏”项目主任袁
成介绍，近年来我国影视行业发
展迅猛，但与之匹配的影视文化
教育却极度匮乏，尤其是针对中
小学的影视文化教育更为稀缺。
据统计， 我国约有 1 万家电影
院，拥有银幕数量约 4.8 万块，但
没有一块是专属于少年儿童的
屏幕；全国中小学约有 23 万所，
中西部约有 8 万所，但没有一所
学校有专设的电影放映厅和电
影教育场所。 大部分贫困山区的
孩子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看电
影，大多都是去村里网吧或者录
像厅观看，而他们所接触到的影

视剧又没有任何的分级管理，充
斥着大量的暴力和色情，严重影
响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袁成认
为，中国少年儿童影视文化教育
已成为亟待重视和解决的教育
体系大事，如果再不及时为这片
荒芜的沙漠送去甘泉和营养，孩
子们在影视文化审美和认知方
面的缺失与裂痕将难以弥合。

据了解，“益星一屏”项目以
“屏”为单位进行捐赠，每“屏”十
万元，提供一整套符合国家广电
总局标准的电影放映设备；以中
小学为放映基地搭建儿童影院；
每年输送 50 部正版优质影片，
每部影片前附带由北京电影学
院研发的电影导赏短片；每年利
用寒暑假组织相关中小学老师
到北京电影学院免费培训专业
电影及放映知识，全面了解电影
的产生和制作过程。

此次接收“益星一屏”的公
益捐赠，让南七家村实验学校校
长高长伟十分高兴，同学们也雀
跃欢呼———他们平时的课余生
活十分贫乏，去电影院看场电影
不仅奢侈，且很难实现。“益星一
屏” 捐赠的这块大屏幕，加
上配套赠送的优质少儿影
视资源，无疑会成为他们课
余最“美味”的精神食粮。

据高长伟介绍，该校于
2005 年创办 ， 现有学生
1173 名，学生家长均为在京

务工人员，大多来自河南、河北
和四川等地。 13 年前，高长伟在
北京打工，因自己的孩子上学问
题辗转遇阻，倍感压力煎熬。 后
来受到身边一位朋友启发，遂产
生自己创办一家打工子弟学校
的念头。 经过多方努力奔走，最
终心愿达成。 高长伟说，这些年
来学校经营并不十分顺畅，但好
在始终有许多爱心人士在给予
他们关爱和支持，从多方面提供
爱心帮扶，学校才没有关停。 这

次“益星一屏”落户到了自己的
学校，从此孩子们有了一座通往
美丽世界的彩虹桥。

一同参加本次活动的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项目负责人蔡
晶芝表示，“益星一屏”项目自诞
生之日起就肩负使命———通过
电影艺术魅力，帮助孩子们从小
就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增强
他们对真善美的甄别能力，以及
对追求美好未来的信心，这条公
益之路注定不凡且精彩。 （文梅）

“当我们圆梦之时，就是我
们的奋发之始。”毕业于湖北长
阳土家族自治县一中的李涵表
示，她一定常怀感恩之心，努力
学习，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实
现人生价值。

2018 年 8 月 16 日下午，由
湖北省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
（以下简称“思源基金会”）、鑫
鼎集团、三峡日报传媒集团、宜
昌市慈善总会联合举办的
2018 年第七届“思源百万助学
金”发放暨慈善捐赠仪式举行，
61 名宜昌贫困学子领到了共
计 138 万元助学金。

思源助学活动自 6 月 25
日启动后，在近两个月时间内，
共收到 218 份申请， 思源基金
会通过到申请学生家庭和所在
社区（村委会）走访核实，最终
确定了 61 名寒门学子作为本
次受资助对象， 总计资助金额
138 万元。

仪式上， 鑫鼎集团管理层
干部、 党员以及青年志愿者共
61 人与本次资助对象 61 名大
学生结对， 对受助学生后续跟
踪助学，开展心理健康指导、生
活帮扶、学习指导和回访活动。
思源基金会还接受了爱心企业
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 鑫鼎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昌长江

医院、宜昌鑫家圆妇产医院、宜
昌华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宜昌
佰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鑫鼎新
能源有限公司、湖北和远气体股
份有限公司、易捷尚优餐饮管理
（湖北）有限公司、宜昌天鹏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10 家企业共计
840万元的爱心捐款。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仁和坪
镇业产坪村书记刘国安代表帮
扶村发言，他表示，思源基金会
通过产业扶贫、智力扶贫、健康
扶贫、文化扶贫等多种办法，让
村里每户人家物质和精神都日
渐富裕起来， 有效阻止了贫困
的代际传递。

“捐资助学是一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慈善事业，是建
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 ”基金
会副理事长何建刚说， 新一届

理事会将继续做好以助学支
教、 精准扶贫为重点的慈善工
作， 为推动宜昌慈善事业进一
步发展做出贡献。

宜昌市伍家岗区委书记李
向东高度评价了以鑫鼎集团为
代表的爱心企业和思源基金会
在捐资助学、 扶贫帮困方面的
义举，鼓励受助学子专注学业、
不负众望， 并倡导更多企业参
与公益慈善， 用发展成果成就
社会价值， 共同为推进宜昌高
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宜昌市政府副市长王应华
表示， 社会需要有爱人士来共
同维系， 希望受助学生们能够
自立自强，敢于面对挑战，志存
高远、心怀感恩，用实际行动来
回馈社会， 将爱心继续传递下
去。 （周海山）

2018 年 8 月 15 日晚， 由中
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和人民网联
合优信集团、北京尚公律师事务
所、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主办的
2018“幸福列车·从心出发”留守
儿童心灵夜读会在北京环球贸
易中心温情上演。

此次活动结合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幸福列车公益项目，以“幸
福列车·从心出发”为主题，面向全
国留守儿童展开。在活动开幕致辞
中，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胡
广华在致辞中表示，“人人生而平
等，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
个建设者都值得尊重，要以父母为
骄傲”， 希望社会各界多多关注留
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

演员张丹峰与洪欣夫妇、斓
曦、邓莎也来到了现场，与 TED
持牌人讲者教练莫然声情并茂
地为孩子们朗读了《小岛》《没关
系没关系》《小桔灯》《风筝》四个
故事，通过不同方式讲述留守儿
童的心路历程，将观众带入到情
景氛围当中。

由二更视频团队拍摄的留
守儿童专访微纪录片中的两位
小主人公赵美娜、赵欣悦姐妹此
次也跟随“幸福列车”来到北京。
在夜读会现场，坚强的小姐妹在
读写给长期在外务工的父亲的
信时，忍不住落泪，字里行间流
露出对与父亲团聚的渴望。 聋哑
小朋友兴琦虽然无法说话，但她
也用手语表达着对父母的思念。

当孩子们的父母出现在活
动现场，来到他们面前时，本次

活动的氛围达到了高潮。 赵美娜
终于达成了心愿，在父亲面前唱
出了她最喜欢的歌。 一些没能来
到北京的父母也给孩子录下了
视频，在大屏幕上不忘叮嘱孩子
们“爸爸妈妈都挺好的，不要担
心，要好好学习”。

此外，本次活动还特意邀请
到 以 色 列 手 碟 演 奏 家 Liron
Man 给大家带来手碟特有的奇
幻音色，空灵的乐音让大家陷入
沉思。 在活动现场，画家许京甫
将卡通形象“勇敢飞”的使用权
授权给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作
为“幸福列车”项目的吉祥物使
用，吉祥物是一只正在飞翔的熊
猫。“生活中会许我们不够幸运，
但是无论如何，都要有追梦的勇
气，再沉重也要勇敢飞翔。 总有
人在你为你加油、为你祝福。 ”这
是许京甫对于其亲自创作的卡
通形象“勇敢飞”定义的诠释。

据了解，“幸福列车”公益项
目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推出
的第一个大型倡导类公益项目，
同时也是实施时间最长的品牌
公益项目。 从 2010 年开始，中华
社会救助基金会举办的“幸福列
车” 公益活动， 帮助了贵州、广
西、甘肃、安徽、湖南等多个地区
的近千名留守儿童，到外出务工
父母所在的城市与父母团聚、游
学，并通过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的
宣传报道倡导社会对留守儿童
的关爱，为社会关注留守儿童及
留守儿童教育起到了促进作用。

（张慧婧）

“幸福列车”项目
举办心灵夜读会
留守儿童在京与父母温情团聚

第七届思源百万助学金发放

61 名贫困学子获 138 万元

受助生代表谢雨欣与基金会副理事长何建刚签订助学协议

陈姿凝和南七家村实验学校的学弟学妹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