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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3 日开始，
GoFun 出行的“后备箱图书馆”
活动携手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暖流计划公益基金、奇瑞新能源
等合作伙伴，载着社会各界对孩
子们的祝福，已经将爱心图书成
功送达北京东升小学和石家庄
长峪小学两所学校。

11 月 20 日，“后备箱图书
馆”活动抵达西安，除了回访上
一季去过的二联村小学外，还将
探访一所位于西安鄠邑区的红
星小学，为两所学校的孩子们送
去书籍和爱心物资。

关注“后备箱图书馆”第一
季活动的爱心人士一定还记
得，坐落在距离市区 70 多公里
并且是方圆百里唯一一所打工
子弟小学的二联村小学去年的
样子。 今年，当志愿者们重新走
进学校， 惊喜地发现学校的变
化， 一栋崭新的教学大楼正拔
地而起。

一早，二联村小学校长焦选
社就已经在校门外迎接“后备
箱图书馆”的再次到来。 在这里
任校长十年期间， 他经历了学
校的起起落落，见证了学校从 2
个老师、10 个学生的增长到现
在的 10 名老师和 100 多个学
生的巨大转变。 他激动地说道：

“自从去年‘后备箱图书馆’探
访我们学校后， 不仅让孩子们
从书籍中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
快乐， 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学
校的教学现状。 在建设中的工
地， 是即将在明年 9 月正式启
用的新教学楼，不仅如此，市教
育局还为我们调任了大学毕业
生老师，他们的到来，填补了学
校空了几十年的英语课。 ”

正如焦校长所说，去年活动
过后， 全县都开始关注这所小
学，今年更招收到了十几名外村
的学生。 回忆起学校招生最难的
时候，校长感慨道：“说起来难为
情，为了让更多本村的孩子能够
在这里上学，不仅要挨家挨户去

动员家长，甚至我还跟村干部一
起和邻村学校校长商量，不要收
我们村的孩子。 但是现在我们不
担心生源问题了， 今年 9 月，好
多邻村的家长看到了我们学校
的变化， 我们对孩子的用心，所
以安心将孩子送来读书。 ”其实，

焦校长今年就可以退休安享晚
年，但他不想半途而废，他希望
学校可以常年有生源，希望有更
多年轻的老师加入，更好地陪伴
这些留守儿童成长。

据了解，今年，有两位大学
本科毕业的老师加入二联村小

学，其中司园园老师曾任教于咸
阳一所初中。 现在，她每天要赶
90 多里路往返学校和咸阳。 她
说：“9 月份刚来到这里任职的第
一天， 孩子们就热情地跟我说

‘老师好’，还从衣兜里拿出了褶
皱包装纸的零食给我。 虽然零食
不值钱，但看得出是他们平时自
己都舍不得吃的。 ”司老师眼含
泪光说道：“任职几天后，孩子们
还给我过了一个难忘的教师节，
他们给我准备了亲笔画、手工折
纸花，现在都放在我家里，这些
看似不起眼的礼物，在我眼里却
是无价之宝。 ”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孩
子们能够得到学校和社会的更
多关怀，明年即将退休的二联村
小学刘老师说道：“我在这里任
教 6 年， 从未抱怨环境艰苦，只
是遗憾孩子们没有一个良好的
学习环境，直到去年‘后备箱图
书馆’的到来，让孩子们不光在

课堂之外收获了阅读的乐趣，也
增长了新的见识。 看到学校的壮
大，师资的年轻化，我也可以安
心退居二线了。 ”

GoFun 出行活动负责人表
示：“看到二联村小学发生的巨
大变化， 让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未来，希望有更多的公益力量注
入‘后备箱图书馆’活动，将爱心
继续传递、发光发热，为孩子们
的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 ”

作为去年的爱心助力企业，
同样也是 GoFun 出行的战略合
作伙伴，奇瑞新能源再次加入第
二季“后备箱图书馆”的爱心队
伍中。 秉承“更安全、更节能、更
环保”的产品理念，奇瑞新能源
始终倡导大家树立绿色环保出
行意识，在此次回访中，奇瑞新
能源为“后备箱图书馆”捐赠了
全新图书，负责人还表示：“注重
环境保护和培养孩子们的阅读
习惯都是本次活动我们想传达
的公益理念， 呼吁大家通过行
动，让这些善意从孩子们的心里
生根发芽。 ”

帮助有需要的人， 增加他
们的快乐和幸福感，是“后备箱
图书馆”公益行动遵循的理念。
GoFun 出行深知公益是要用真
心来对待的一项事业， 这不仅
仅是表现在物质层面的给予，
更要让人们领悟到公益的真
谛。 为社会深耕公益信念，为行
业树立公益榜样， 是企业应尽
的社会责任。

当听着教室中朗朗的读书
声， 来自陕西王府井奥莱商业
有限公司志愿者表示：“这可能
是我听过的最动听的声音。 ”随
着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们的纷纷
加入，“后备箱图书馆” 公益队
伍的力量正在日渐壮大。 下一
站，“后备箱图书馆” 将前往西
安站的另一所小学———红星小
学，期待为这所师生不足 20 人
的学校送去温暖， 为那里的师
生带来快乐。 （于俊如）

2018 年 11 月 24 日， 由中
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
华全国总工会指导的第十四届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
在京举行。

本届论坛以“致同行者：构
筑责任共同体”为主题，汇聚来
自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及学术
界的数百位嘉宾，共同探讨新常
态下如何面对机遇与挑战，构筑
责任共同体。

从 2005 年起，该活动每年如
期举办，聚焦年度热点，为责任
立言，至今已走过 14 年。 正值改
革开放 40 周年和贯彻十九大精
神开局之年交汇的重要历史节
点， 如何汇集责任相关方力量，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适应新时代
要求形成共生共享的社会生态

链，是本届论坛希望与同行者们
一起探讨的话题。

作为主办方代表，中国新闻
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中国新闻
周刊社长夏春平在致辞中表示，
当下，中国经济社会正在经历深
刻变革，传统的商业竞争逻辑已
经转为共生逻辑，每个主体都是
社会生态链的一环，是休戚相关
的责任共同体。 同道者同行，“一
个人也许走的自在，但没有同行
者，我们抵达不了那个心向往之
的美好目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企业的社会责任也面
临着新任务、新目标、新要求。 ”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
在致辞中强调，只有深刻把握企
业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
更好地把商业成功和社会责任
结合起来，努力创造自身价值和

社会价值，才能推动企业实现可
持续发展。

荣获“2018 年度责任人物”
的演员、导演、监制徐峥则与在
场观众分享了电影《我不是药
神》背后的故事。“我是个演员，
如果大家给我这个荣誉， 说明
我演得还不错， 是沾这个角色
的光，沾这个题材的光。 ”他表
示， 好的作品里会凝聚观众很
多情感，观众会有带入感，因为
观众有慈悲心。 艺术作品就是
唤起每一位观众心里一股潜在
的爱的力量。 此外， 他还成立

“峥爱基金”帮助白血病患儿解
决学业问题。

在圆桌对话环节，来自产学
研各界的嘉宾就如何构筑“责任
共同体”展开了深度对话。 中国
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特邀副会长
徐晓东与众多企业嘉宾共同探

讨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
键时期，企业组织如何发挥企业
资源优势，打造适合自己的责任
样本。

活动最后，主办方向在过去
一年中，在社会责任领域做出突
出贡献的企业、 个人给予肯定。
国务院参事汤敏，深圳国际公益
学院院长、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
院院长王振耀以及演员、 导演、
监制徐峥当选“2018 年度责任
人物”。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工
商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大
众汽车集团（中国）、北京梅赛德
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宝
马中国和华晨宝马、 现代汽车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恒大集团
有限公司、兴业银行、捷豹路虎

中国、广汽乘用车公司、APP（中
国）、新华三集团、同方股份有限
公司、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蒙娜丽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旅游卫视共
20 家企业荣获“2018 年度责任
企业”。

获奖者表示，也许每个主体
的责任不尽相同，但在同一个责
任生态圈里，主体的责任价值必
然相互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论坛主办方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作为
最早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
媒体之一，为更广泛地构筑责任
共同体，在本届论坛启动了“责
任品牌计划”， 旨在整合旗下传
播资源，汇聚多方力量，持续倡
导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的坚守
与创新，为“责任中国”的未来贡
献持久动能。 （徐辉）

“后备箱图书馆”开启西安回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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