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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志愿服务公益项目推介会
暨中华志愿者协会艺术团成立仪式在京举行
� � 2020 年 12 月 5 日， 热烈庆
祝“12·5”国际志愿者日———2021
志愿服务公益项目推介会暨中
华志愿者协会艺术团成立仪式
在北京举行。

中华志愿者协会会长宋志
强表示，志愿服务已成为当今世
界各国人民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的共识和行动。 志愿服务活动离
不开项目做载体，协会两年来推
介和实施的公益项目，不仅惠及
需要帮助的人，还彰显了社会各
界人士的爱心和社会责任，对引
导、推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2021
年，协会将再次推出 4 个公益项
目， 希望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
推动志愿服务品牌建设，带动更
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

今年推出的 4 个公益项目，

内容涉及中医健康、 少儿艺术教
育、 青少年视力保护以及儿童关
爱等方面。 首先推出的是由北京
永和堂中医医学研究院发起的
“关爱生命的两端———中医健康
服务公益”项目。该院院长张月林
表示， 将技术与爱心结合是发起
这一项目的初衷； 来自希望美术
教育机构的联合创始人史金良介
绍了“艺术圆梦呵护心灵”公益项
目， 通过组建青少年与家庭志愿
者助力中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江苏全真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翔飞介绍， 该公司发起
的“少年班爱眼计划”项目，旨在
让更多人关注、重视近视问题；中
少星童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严平说，“公益小天使”项
目将紧紧围绕意识、思想、才华与
能力四个方面， 为社会培养一批

优秀的小志愿者队伍。
推介会上，新当选的“中华

志愿者行动大使”刘兰芳与郭继

承，不仅是自己专业领域的佼佼
者，更是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道
路中的优秀倡导者。

北京市运河星志愿服务队
队长张蕾带着队友吕占华，向大
家真情表露了她们身处自闭症
儿童家庭环境下， 从“需要”到
“被需要”的心理转变过程，他们
的讲述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一直以来高度关注国内外自闭
症儿童的兆龙移民项目总监伯
裕丰，介绍了对国内外自闭症儿
童的帮扶经历；党员志愿者吴永
安、 吴云夫妇因为博爱的胸怀，
成为中国首例器官（遗体）捐献
的家庭；疫情肆虐之际，不惧险
情、逆向而行的抗疫先进代表郭

媛媛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来自平
凡人的责任担当。

湖南省汨罗市委副书记、市
长朱平波向参会人员分享了“汨
罗情怀铸就志愿之城”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经验。

在中华志愿者协会艺术团
成立仪式上，中华志愿者协会副
会长张旭光宣读批复，会长宋志
强，副会长、艺术团名誉团长谭
晶，男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
术家李光羲，艺术团团长徐冉为
艺术团揭牌。 徐冉表示，艺术团
将自觉承担起举旗帜、 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积极团结带领广大文化艺
术志愿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志愿精神、服务社会，
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
求做出应有贡献。

推介会中还穿插了精彩纷
呈的文艺演出，92 岁高龄的老艺
术家李光曦引吭高歌，一首《革
命人永远是年轻》把活动推向了
高潮。 中央民族歌舞团一级演员
肉孜·阿木提， 国家一级演员胡
月，敦煌文化研究者、敦煌城市
形象大使朵哚 ， 中央电视台
CCTV 发现之旅主持人、中国爱
心慈善大使孙少杰，爱心艺术家
杨子军，中国彝苗歌王、影视歌
三栖明星禾麻迪娜等文艺志愿
者纷纷登台献艺，向大会表达了
深情的祝福。 （王勇）

11 月 25 日下午，由《公益
时报》和《经济观察报》在北京联
合主办以“时代在召唤·资本的
力量”为主题的中国经济与企业
社会责任高峰论坛。论坛邀请了
多位经济领域专家、公益组织和
企业高管，共同探讨未来中国经
济的新机遇与新变革，分享后疫
情时代下的中国经济新格局，并
在现场揭晓 2020年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的优秀案例，颁发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奖项。

荷兰皇家菲仕兰凭借爱心
月嫂项目，荣获“2020 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卓越项目”。

唯一入选的乳企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
已是《公益时报》社发起的第十
届， 一直致力于弘扬先进的社
会责任理念和公益慈善文化，
并对优秀的公益项目和企业社
会责任案例进行征集与表彰，
以促进更多优秀的企业践行社
会责任理念，参与公益事业。

在往年的活动中， 参与论坛
举办的卓越奖评选活动的企业已
超百家， 参评的公益项目超过
2000个，举办以来深受社会各界
好评。 今年论坛奖项设置包括

“2020 资本市场年度之星”与
“2020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
奖”。 菲仕兰作为唯一入选的乳
企，其爱心月嫂项目被授予“2020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项目”。

今年是国家脱贫攻坚战的
决胜之年， 社会各界都积极贡
献自己的力量。 菲仕兰作为一
家跨国乳企， 一直积极主动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 发挥自身业
务与行业优势， 在精准扶贫方
面提供助力。

爱心月嫂则是精准着眼于
农村贫困妇女群体的就业扶
贫， 结合当下我国家政市场需
求急速增长的背景， 通过构建
农村女性的“精准帮扶+职业技
能教育+持续网络支持”的“授
之以渔”的扶贫链条，帮助贫困
地区妇女通过培训掌握职业技
能，提高脱贫能力，为她们提供
在城市就业的机会， 为农村妇
女贫困的现状提供了针对性的
解决方案，也为行业提供了“造
血式” 精准扶贫的样板。 通过
“一人上岗，全家脱贫”，对地方
起到带动作用。

累计捐款 5496 万元

爱心月嫂项目自 2016 年开
展至今， 已将 1220多名贫困地
区的妇女培训成为专业的月嫂
和育儿嫂， 并实现 100%安置就
业， 上岗月收入增长三倍左右，
使贫困妇女的生活和社会地位
得到了显著改善，与此同时也减
轻城市职场妈妈的育儿压力。

作为具有创新性的扶贫项
目， 菲仕兰爱心月嫂不仅通过
职业技能培训、 扶智扶贫的造
血式扶贫模式， 提升贫困妇女
经济收入， 同时联结扶贫和供
给侧，一手抓扶贫，一手助力有

效满足北京等一线城市市场供
给， 并支持月嫂们返回家乡所
在县城、城市就业或创业，带动
更多家乡贫困人口劳动致富。

作为一个长期项目，菲仕兰
也致力于推动月嫂的职业化进
程， 支持月嫂终身学习与时俱
进，提升月嫂、家政行业服务水
准。荷兰皇家菲仕兰中国高级副
总裁杨国超对爱心月嫂项目寄
予厚望：菲仕兰信守承诺，积极
助力脱贫攻坚，发挥优势不断为
爱心月嫂注入“造血机能”，让她
们与时俱进地向职业化、专业化
发展，在脱贫致富的同时更好地
服务社会，实现双赢。此次获奖，
是对爱心月嫂项目的肯定和认
可，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坚持做
下去，而且要争取做得更好。

2013年以来，菲仕兰在赋能
女性、关爱儿童、支持奶业、营养
研究与教育等方面做了诸多努
力， 累计捐款 5496万元人民币，
直接帮助超过 6.1万人改善营养
和生活环境。在未来，菲仕兰也将
继续致力于将“自然滋养”理念渗
透到业务全产业链中，围绕“为全
世界提供更好的营养”、“为奶农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可持
续发展”三大愿景，制定并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战略， 积极回馈社区
和社会。 （徐辉）

12 月 1 日，凤凰网行动者联
盟 2020 公益盛典在北京举办。
据介绍，此次盛典是为了挖掘公
益慈善领域的领军者，表彰推动
社会进步的行业翘楚，传播先进
的公益慈善理念和模式，推动跨
界力量参与公益慈善创新。 中英
人寿“星星点灯·关爱留守儿童
公益计划”因持续关注留守儿童
心灵陪伴与健康守护，赢得社会
各界认可，获得“特别贡献奖”。

中英人寿副总裁马旭受邀
出席“行动者联盟”公益盛典，并
在高峰论坛环节与多位公益界
人士围绕“企业家选择与公益可
持续”进行观点碰撞，深度探讨
企业公益主题选择、效率机制创
新以及社会与企业共益可持续
发展等诸多话题。

据介绍， 在中英人寿内部有
一个庞大的志愿者群体， 他们每
年都会参与“星星点灯” 志愿服
务。 当被问及如何在企业内部营
造持续的公益文化和氛围， 马旭
谈道，“‘关爱万家’是中英人寿的
企业愿景，‘关爱文化’ 是中英人
寿的企业文化。 从公司管理层以
身作则， 带动大量志愿者参与其
中，到员工层面引入奖励机制，设

立‘最美志愿者’评选活动，同时
不断提升举办关爱活动的频次，
总分联动持续输出关爱， 将企业
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植入每位员
工的心中，实现公益常态化。 ”

记者了解到，今年是中英人
寿“星星点灯”公益项目的第 11
年。 项目将聚焦疫情下健康需
求， 赋能留守儿童安全自救能
力， 联动国内首家提供急救的
NGO“第一反应”，带着拥有专业
急救知识的医生、 医疗志愿者，
共同走近留守儿童群体和他们
的家庭，开展健康知识普及与心
肺复苏急救培训，从根源上守护
其生命健康，帮助他们树立起强
国自信。

作为保险行业内关爱留守
儿童最早、 历时最长的公益项
目，“星星点灯”自 2010 年启动，
累计投资逾 5000 万元， 足迹遍
布全国 13 个省份， 为各地偏远
乡镇村小援建 29 间爱小屋，并
号召千余名社会志愿者参与其
中， 为超过 15 万名留守儿童送
去物资援助与心灵关爱。 现场，
演员周海媚被授予“星星点灯·
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计划”爱心大
使证书。 （皮磊）

中英人寿星星点灯公益项目：
让留守儿童不因“留守”而“失守”

� � 中华志愿者协会会长宋志强、副会长谭晶、艺术团团长徐冉和男高音
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李光羲共同为中华志愿者协会艺术团成立揭牌

菲仕兰爱心月嫂
获“2020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