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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同行路”交通安全示范道路启动
广汽丰田携手社会各界力量守护儿童安全成长

为了提升儿童及社会民众
的交通安全意识，构建对儿童友
好的交通环境，2019 年 9 月 24
日， 在广州市番禺区文明办、广
州番禺交警、广汽丰田、石楼镇、
亚运城社区、广州利合物业等社
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下，交通安
全示范道路“幸福同行路”在广
州番禺亚运城社区正式落地。 当
天，200 名各界单位媒体、社区居
民代表和学生参与“幸福同行
路”启动仪式，见证广汽丰田“幸
福小镇”安全公益项目在现实中
的又一次创新。

提升交通安全意识
幸福你我同行

交通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千家万户幸福安康。
据调查数据显示， 每年我国约有
10000 名儿童受到道路交通事故
的伤害。车辆道路违停、斑马线模
糊不清、 人行道被杂物占用……
这些社区交通安全隐患在我们身
边时有发生。 如何提升民众的道
路交通安全意识和儿童安全危险
防范认知， 目前已经成为社会各
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广州亚运城社区的“幸福
同行路”启动仪式现场，一场生
动的《安全的烦恼》话剧讲述了
居民们对交通安全隐患的担忧
和对安全社区的殷切期盼。 接送
孙女上下学的奶奶、开车回家的

女司机、在单车道上骑行的居民
三个不同的角色，以社区人的视
角讲述他们对于居所附近交通
环境的看法和改善建议：“如果
有一条有趣的斑马线，能够吸引
孩子的注意力；如果道路两边没
有违停车辆，让原本的道路变得
安全通畅；如果非机动车道有护
栏保护， 没有乱停的车辆占用，
我们就可以安心地踩着单车送
孩子上学。 ”朴素的话语和生动
的演绎方式，呼吁当地居民加强
交通安全意识，还孩子一个安心
幸福的温馨社区环境。

此次“幸福同行路”的启动
是广汽丰田携手各方力量践行
儿童交通安全教育的新里程碑，
更是社会各界在用实际行动为
新中国 70 华诞献礼。“幸福同行
路”项目深入群众之中，从交通
安全社会议题入手，对影响儿童
出行安全的道路设施进行改造、
升级， 解决群众所关心的问题，
不仅为儿童出行保驾护航，更影
响人们规范自身的出行行为，提
升社会大众交通安全的意识。

树立儿童安全屏障
童话照进现实

“幸福同行路”是以广汽丰
田发行的《幸福小镇系列绘本》
为原型，将绘本里交通安全相关
的美好童话故事，搬进现实居民
的日常生活中。

历时五个月的策划、 设计、
改造，在广汽丰田、番禺交警、利
合物业、 镇街各方合力推进下，
3D 版幸福小镇在广州番禺亚运
城运动员村社区诞生。

启动仪式当天，现场嘉宾在
亚运城小学生的带领下，前往参
观“幸福同行路”。 通过硬件改造
后的亚运城街道，焕发全新的道
路风貌，呈现出更强的交通秩序
感。 幸福斑马线上绘本中高大可
靠的杰杰警官和牛爸爸在人行
道上和斑马线旁提醒居民自觉
遵守交通规则；社区道路硬件设
施也得到了创意改造，道路两边
增设绿道护栏， 维护交通秩序，
防止车辆乱停；广汽丰田联动周
边学校开展创新交通安全教育，
让孩子们走上马路、 观察交通、
记录安全隐患、 绘画安全地图，
通过潜移默化的趣味教育，提升

儿童的安全意识，打造安全幸福
的社区体验。

《幸福小镇系列绘本》是面
向学龄前儿童的交通安全主题
绘本，自 2015 年起由广汽丰田携
手番禺交警大队相继推出，绘本
融合趣味性、知识性和教育性为
一体，采用少年儿童更乐于接受
的卡通故事形式，交通安全知识
通过生动活泼的绘画进行表现，
进而向儿童普及交通安全常识，
为他们树立安全守护的屏障，助
力少年儿童安全健康成长。 目
前，广汽丰田已对外免费派发近
17 万册的《幸福小镇系列绘本》，
越来越多的家庭从中受惠。

在本次“幸福同行路”项目
启动之前，广汽丰田已有尝试将
绘本内容照进现实，通过开发趣
味交通安全游戏，打造儿童身边
的幸福小镇乐园，向公众多方位

传递交通安全理念。“幸福同行
路”的打造，是广汽丰田在交通
安全领域进行的更为开放和深
入的探索，从交通安全知识传递
到硬件设施建设，一步步给儿童
树立起安全保护的屏障。

关注交通安全教育
共建幸福小镇

秉承“用心关注每一个人”
的公益理念，自 2011 年广汽丰田
公益·安全行动启动以来， 广汽
丰田聚焦交通安全教育领域，深
度关注未来社会的交通安全参
与者“少年儿童”，并从社会的基
本单位“家庭”开始，积极倡导全
社会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构建交
通安全教育体系化，涵盖交通安
全绘本、体验游戏、课程、体验营
等丰富内容。 至今广汽丰田公
益·安全行动已经持续开展 9
年， 为超 65 万社会公众有效传
递汽车及交通安全知识，构建起
一个面向 5~16 岁儿童、 具有品
牌影响力的交通安全教育体系。

未来，广汽丰田将以“幸福同
行路”为新起点，不断深化儿童交
通安全教育， 探索儿童交通友好
模式，继续融汇社会各方力量，用
心倡导安全出行，用心传递幸福，
并以“幸福同行路”为样本，辐射
更多社区，共同构建人、车、环境
安全和谐共处的幸福小镇， 共创
和谐交通安全生活。 （徐辉）

“我 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后来母亲也病了。 是你们给了我
希望，我非常坚定，一定要成为希
望厨师。 ”邓松坚定地说道。

这个 16 岁的大男孩来自南
昌，他口中的希望厨师来自李锦
记希望厨师项目。

这一项目由李锦记于 2011
年发起，每年从全国经济欠发达
地区公开招募有志从事中餐烹

饪的青年，全额资助其入读国家
正规职业高中中餐烹饪专业，让
他们通过学厨改变命运，“成就
一个学生、脱贫一个家庭、造福
整个社会”。

今年和邓松一样受到资助
的包括来自黑龙江、辽宁、甘肃、
云南、广西等 11 个省份的 60 名
学生。

2019 年 9 月 16 日，“很高兴

遇见‘李’———2019 李锦记希望
厨师北京班开班仪式暨公众交
流会”在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常
营校区举行。 这意味着这 60 名
学生成为李锦记希望厨师项目
北京班第 9 批“幸运儿”，正式踏
上圆梦之旅。

“你们是幸运的，是这个项
目给了你们希望，这将给你们的
人生带来巨大的转折。 ”北京市

劲松职业高中校长郭延峰在开
班仪式上对他们说道。

李锦记酱料集团企业事务
执行副总裁孔君道则表示：“未
来，望同学们不辜负学校和李锦
记合作的初衷，用自己所学到的
技能回馈家乡，回报国家。 ”

“尊敬师长，努力学习，实现
梦想，思利及人，造福社会！ 请相
信———今天我们以希望厨师而
骄傲， 明天社会将为我们而自
豪！ ”现场，李锦记希望厨师带上
厨师帽， 用铿锵有力的誓词，宣
告自己的学厨生涯正式开启。

在开班仪式上，还举行了一
场特别的拜师仪式，希望厨师新
生向中餐烹饪专业老师向军拜
师敬茶，行拜师之礼。

作为新生代表，邓松和其他
4 名新生一起分享了自己遇见李
锦记希望厨师项目的故事。

“来到北京， 是我的人生之
站， 也是改变我乃至我全家的命
运之站……我要在 3年的学习生
活中，学会做人，学好厨艺，为学
校、 为社会、 为国家贡献我的力
量！ ”来自黑龙江木兰县吉兴乡吉
兴村的迟柠表达自己的决心。

现场，3 位来自北京、 厦门、

上海，参与并见证云南站希望厨
师面试、笔试全过程的公益体验
官走上舞台，表达自己的感受。

企业家、公益体验官王俊称，
去云南参与寻找希望厨师的过程
中， 才发现部分孩子的生活环境
非常恶劣， 而孩子们的梦想却很
伟大， 李锦记希望厨师项目能够
深入到经济欠发达地区， 关心孩
子们的衣食冷暖，让人感动。

公益体验官代表还送上一
幅题为《美好的见证》的油画，油
画是 3 位公益体验官在云南禄
劝山村的真实写照。

在开班仪式之后的交流会
上，20 余名志愿者还和希望厨师
们一起，一边做美食，一边互动
交流。

据介绍，截至目前，李锦记
希望厨师项目已运行 9 年，李锦
记捐资千万， 项目覆盖 20 个省
份，资助了 744 名热爱中餐烹饪
的有为青年学厨， 毕业生已达
396 人。

“未来，希望厨师项目将会
向海外扩展，李锦记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为中华优秀饮食文化
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孔君道
表示。 （王勇）

2019 李锦记希望厨师北京班开班

幸福小镇的“牛爸”带领孩子过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