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胎十月的妈妈究竟有多
辛苦？ 也许只有亲身体会过的
人才能回答。 2015 年 5 月 30
日，由北京企业志愿服务联盟、
强生公司、 朝外地区志愿者协
会与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联
合主办的“关爱之心·为妈妈奔
跑”公益活动，在北京日坛公园
开展， 同期本活动也在广州大
学城举行。 一千余名志愿者兴
致勃勃地参加了现场活动，活
动以负重跑步为主要形式，每
位志愿者参与慢跑或健走 5 公
里路程，并阶段性增加负重，分
三次累加负重至 6 公斤， 模拟
孕妇怀孕全过程。

在六一儿童节前， 很多人
的目光都会集中于孩子的身

上， 而要关心孩子则应该从关
心孕妇开始， 关注妇女妊娠和
分娩健康， 提高新生儿的存活
率和健康状况。 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数据显示， 全球每天有
800 名妇女由于各种可预防的
妊娠和分娩上的原因而死亡，
接近 330 万新生儿在出生以后
一个月内死亡。 中国是全球新
生儿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之
一， 而孕产妇及儿童死亡率在
城市和农村间仍存在明显差
异。

尤其在中西部贫困地区，
由于医疗资源和服务相对匮
乏， 这里的妈妈缺少便捷的渠
道获得充分、可靠、易懂的孕期
健康信息， 常常不能为自己和

宝宝做出科学的健康决策。“为
妈妈奔跑” 用行动呼吁全社会
更多地关注中西部贫困母亲，
且活动开通了线上小额募款通
道， 活动线上线下筹集的所有
善款， 将通过由国家卫生与计
划生育委员会妇幼健康服务司
指导、国家妇幼保健中心实施、
强生公司支持的为期三年的公
益项目“母婴信使”平台，以手
机短信的形式为中国广西、河
南、湖北、湖南、山西、河北和甘
肃 7 个省份 63 个县的孕产妇
及婴儿家庭提供免费的、 个性
化的母婴健康信息服务， 以及
为孕妈妈贴心准备的“备产
包”。

（高丹丹）

近日，由新华网、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长安福特联合主
办的“绘彩家庭”公益行活动，走
进四川仁寿粮丰中新友谊希望
小学，成都社区大学作为四川站
的独家支持单位。此次公益行面
向留守儿童群体举行了一系列
的公益互动活动，并在现场正式
启动长安福特福睿斯全国“绘彩
家庭”儿童手绘大赛。

在活动现场， 小朋友们拿
起画笔，画出自己心中的家。一
位留守儿童画了一个大大的房
子，房子旁边是汽车，他告诉记
者：“房子里画的是爸爸、 妈妈
和我。”一幅小小的画作已经表
达了孩子心里的声音。

此次活动以绘彩的形式，
鼓励孩子们拿起画笔， 画出自
己心中的向往和缤纷美好的世
界， 让孩子们用绘画表达自己

的愿望， 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关
注。 家庭、企业和社会，都需要
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不仅帮助
满足留守儿童物质上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给予他们足够的精
神关爱， 在没有父母进行引导
缺乏家庭安全感的情况下多鼓
励他们发现自己的特长， 帮助
他们树立自信心， 促进他们的
健康成长。

在过去 25年， 由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实施的希望
工程公益项目累计接受捐款
107.25亿元，资助学生 5,188,528
名，援建希望小学 18,642所。 但
在未来，单纯的捐款建校和资助
工作已经不是重点， 更需要关
注的是孩子们的心灵成长。 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杨春雷表示， 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将继续致力于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并采用多元
化的公益模式，关心支
持包括留守儿童在内
的广大儿童群体的成
长。 在未来，广大农村
儿童尤其是农村留守
儿童的成长问题将是
全社会面临的问题，需
要社会、企业和媒体共
同的参与和帮助。

（高丹丹）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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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上午，中国第一家
融合国际先进儿童博物馆教育
理念和模式的公益性儿童博物
馆———中国儿童中心老牛儿童
探索博物馆在京开馆。

中国儿童中心老牛儿童探索
馆， 由老牛基金会捐资 4183 万
元，中国儿童中心配套 2000 余万
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中国儿童博物馆研究中心提供
专业支持， 美国 JRA 公司设计，
美国 PSI、LUCKEY、BOSS 三家
公司制作安装， 在中国儿童中心
原科学宫基础上改建而成； 由中
国儿童中心负责运营管理， 门票
价格坚持公益价格标准， 其年度
运营费用的 51%由老牛基金会再
次捐赠。 据了解， 探索馆目前票
价：儿童 60元，家长 20元。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
不懂常识

玩是孩子的天性。 探索馆主
要面向 0~7 岁儿童开放， 遵循

“动手做、玩中学”的教育理念，
提倡孩子们“自由活动，自主参
与，自我探索，动手动脑，发现探
索”；鼓励孩子“全感官学习，让
他们放开手脚去触摸实物，感知
世界，体验感悟，快乐成长”；倡

导“亲子互动”，从而达到“促进
儿童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培养幸
福健康人格”的目标。

31 日是六一前最后一个周
末，探索馆里大人陪孩子玩得不
亦乐乎。 一位调皮的小姑娘跟妈
妈百般央求要再回“小水利枢
纽”玩一会儿，已经忘了回家。

探索馆共七个展厅，1800 平
方米；设城市广场、开心市集、繁
忙小镇、阳光之谷、科学天地、主
题空间和 4D 影院（建设中）等七
个主题。 展区设计围绕健康、语
言、社会、科学和艺术的教育内
容，并贯穿了中国传统十二生肖
的主题元素。

七个展厅中每个环节都充
分考虑了游戏性和乐趣，让孩子
不由自主想去玩， 去问为什么。
由 4D 影院进入，超市、厨房、娃
娃家，是过家家式的学习，宝宝
们自己挑选食材、取款、付账、洗
菜、做饭，妈妈们乖乖坐在一旁
的小餐桌上等菜上桌。 建筑工地
上，带着安全帽的宝宝摇动滑轮
运送建材。 宠物医院里，小朋友
煞有介事地穿上白大褂给狗狗
照 X 光，医疗中心有一个可以打
开肚子上的拉链教你认识内脏
器官的姜饼小人，还有你骑车它
运动的骷髅。 在缤纷水世界可以

认识水车、水坝等各种水利设施
的工作原理。 科学天地则是游戏
式体验机械操作、空气运动。 每
个项目都可以由父母指导或协
助孩子完成，“妈妈再也不用担
心我不懂常识”。

“企业家真的全心来做公
益是‘可怕’的”

2011 年，牛根生在夏威夷考
察环保项目期间，访问了夏威夷
儿童博物馆， 在亲身体验中，他
意外地发现，该馆和他头脑中的
传统博物馆截然不同。 这所博物
馆不以陈列和讲解为主，更倾向
于让孩子们在真实情境中观察
事物、探索世界。 他决定将这一
项目引入中国。

据悉，除北京外，深圳、呼和
浩特等地的儿童博物馆已在筹
划或建设中。

公益人同时也是孩子爸爸的
谭红波， 带儿子体验了一把后表
示，相比其他儿童游乐设施，这里
注重的是孩子的协调和动手能
力，有利于智力开发和成长，有好
多东西吸引着孩子主动去摸索和
体验。“老牛基金会能搞这么一个
探索馆非常不错， 可见企业家真
的全心来做公益是很‘可怕’的。 ”

科学与生活原来如此好玩
中国儿童中心老牛儿童探索馆开馆

为妈妈奔跑：体会十月怀胎的辛苦

留守儿童问题
亟待全社会关注

中国儿童中心老牛儿童探索馆正式开馆，主要面向 0-7 岁儿童开放。

在活动现场，小朋友们拿起画笔，画出自己心中的家。

� � “为妈妈奔跑”活动开通了线上小额募款通道，善款用于帮扶中西
部贫困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