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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中国儿童中心“童+365 计划”在京启动
2016 年 8 月 4 日，中国儿童

中心“童+365 计划”公益项目（以
下简称“童+365 计划”）启动仪式
在北京举行。 中国儿童中心党委
书记丛中笑、主任苑立新、副主
任李忠明，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秘书长张亮、 副秘书长曹
军， 北京听力协会会长万敏、常
务副秘书长杨鑫利等出席。

“童+365 计划”由中国儿童
中心主办，中国儿童中心老牛儿
童探索馆、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北京听力协会承办，是面
向困境儿童家庭群体（如自闭
症、脑瘫、智障、听障、留守儿童
等）开展的公益项目。 该项目将
帮助 365 个困境儿童家庭到儿
童探索馆进行体验，以场馆全感
官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激发、帮助
困境儿童成长，同时提供专门的
探索指南服务，以期培养其健康
人格，并呼吁全社会提高对困境
儿童早期教育的关注和支持,增
强困境儿童家庭幸福感。 项目将

通过“集群效应”和“数据叠加”
的方式，使儿童博物馆的先进理
念惠及困境儿童家庭群体。

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老牛
儿童探索馆理事会理事长丛中笑
表示，中国儿童中心始终秉持公益
方向，致力于儿童早期教育公益实
践的探索与创新，向全社会儿童提
供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积极促进社
会融合。“童+365计划”公益项目
是践行中国儿童中心“培养儿童健
康人格”教育目标的新举措，更好
地帮助儿童认知世界、 体验感悟、
快乐成长，从而促进儿童身心全面
和谐发展，实现培养儿童幸福健康
人格的目标。

北京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
书长张亮表示， 中国儿童中心
“童+365 计划” 公益项目是为困
境儿童提供融合、求知、探索和
启蒙的优良公益项目，希望全社
会更加关注困境儿童早期教育。

启动仪式上，由中国儿童中
心老牛儿童探索馆与北京市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北京听力协会
编著的中国儿童中心“童+365 计
划”公益项目《心智障碍儿童家
庭探索指南》和《听障儿童家庭
探索指南》分别发布。 此外，由中
国儿童中心老牛儿童探索馆与
新浪微公益共同打造的“探伴
儿” 微直播项目也特别呈现，新
浪微公益被授予“童+365 计划”
独家社会化公益平台，影视演员
葛天和初俊辰被授予“探伴儿公
益大使”荣誉称号。

最后，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苑
立新、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秘书长张亮、北京听力协会会长
万敏携听力障碍家庭代言人和
心智障碍家庭代言人共同点亮

“童伴儿”启动装置，宣告中国儿
童中心“童+365 计划”公益项目
正式启动。 仪式结束后，“探伴
儿”微直播“公益大使”葛天、初
俊辰在现场与 30 组困境儿童家
庭进行了亲密互动，呼吁更多人
关注困境儿童。 （皮磊）

� � 2016 年 8 月 2 日，旨在保护
儿童安全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微众宝贝安全项目”启动。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
生表示，该项目将作为中国儿基
会护蕾行动的重要补充，为儿童
安全筑起一道新屏障，保障儿童
安全、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朱锡生指出，目前，总体来
看，我国儿童的成长环境处于历
史上最好时期， 但不可忽视的
是，我国儿童的安全成长环境仍
然面临许多重大问题。

据了解，微众宝贝安全基金

将开展以下工作：通过志愿者联
动， 广泛动员和征集爱心志愿
者，并组织相关培训班，学习、演
练儿童安全技能；进行儿童安全
知识普及工作，编辑发放《儿童
安全手册》，开展“儿童安全知识
进百校”以及在线专业讲座和专
家报告会； 推广儿童安全信息
APP 应用，利用智能手机形成防
范儿童伤害的监控网络；对困难
儿童及家庭实施教育、 文化、经
济等多方面的救助；加强儿童安
全文化建设，通过儿歌、微电影
等形式载体，广泛传播儿童安全

知识。
会上，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专门为微众宝贝安全项目的志
愿者颁发了志愿者证书。发起单
位和志愿者代表分别发言，坦露
向善、大爱的心声，表达愿为儿
童安全事业付出的心愿。

主办方还举办了微创宝儿
童安全信息 APP 应用解析和儿
童安全专家讲座，讲解全国儿童
防走失现状，发现异常情况如何
应对，增进与会者的儿童安全防
范意识。

（徐辉）

微众宝贝安全项目为儿童安全筑新屏障

� � 2016 年 8 月 2 日，40 多名
来自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舟曲
泥石流的孤儿受邀参与了“第八
期中国人寿爱心夏令营”。 在中
国人寿志愿者的陪伴下，同学们
在渤海之滨秦皇岛开启了一段
难忘的精彩旅程。

爱心夏令营是中国人寿助
养灾区孤儿爱心行动的重要内
容之一， 是中国人寿积极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的有益实践。 在
给予孩子们物质帮助的同时，
公司期望以此提供更多精神上
的关爱。

中国人寿爱心夏令营已经
举办七期，近 300 名来自汶川、
玉树、 舟曲灾区的学生代表先
后在北京、上海、西安、大连、厦
门、 深圳和江西度过了愉快的
美好时光。 今年他们来到被誉
为“百年胜地，美丽之冠”的海
滨名城秦皇岛， 一起感受大海
的博大胸怀， 共同饱览壮美的
海滨风光。

保险是一项播撒爱心的事
业，将“成己为人、成人达己”作为
企业文化核心理念的中国人寿，
一贯坚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2007 年 6 月中国人寿发起

设立了国内金融业第一家在民
政部登记注册的非公募基金
会———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
2008 年 11 月，基金会与民政部
签署了“汶川地震孤儿助养项
目” 合作协议；2011 年 3 月，又
与民政部签署了“玉树地震孤儿
助养项目”和“舟曲泥石流孤儿
助养项目” 合作协议， 承担了
1083 名汶川、玉树、舟曲灾区孩
子们每人每月 600 元的基本生
活保障， 直至其年满 18 周岁。
2014 年 8 月， 云南昭通市鲁甸
县发生 6.5 级地震后，中国人寿
慈善基金会继续助养鲁甸地震
孤儿。

八年多来，中国人寿秉承着
对孩子、对社会的承诺，认真履
行助养义务，截至目前已支付助
养金 3500 多万元。 在为孩子们
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还对他们
进行定期探访、慰问，举办了“晨
光里的孩子———汶川地震孤儿
摄影展”， 资助了首部由汶川地
震孤儿所拍摄的纪录片———《我
拍我家》，主办了“爱心接力 梦
想启航———圆梦地震孤儿”公益
行动等大型活动。

（张明敏）

中国人寿“爱心夏令营”
助力地震孤儿

� � 2016 年 8 月 4 日， 卡特彼
勒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
北京举办“备灾体系建设研讨暨
国内首家企业基金会专项备灾
基金设立”活动，为 2015 年卡特
彼勒基金会联合中国扶贫基金
会共同设立的“备灾减灾专项基
金”注入新的资金，同时通过探
讨备灾减灾体系建设，号召更多
企业参与灾前捐赠，帮助增强备
灾防灾工作和社会救援力量的
能力建设，共同致力提升灾难应
急救援工作。

2015 年， 卡特彼勒基金会
与专业国际捐赠机构赠与亚洲
合作，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设
立“备灾减灾专项基金”，卡特彼
勒基金会将通过赠与亚洲，每年
向专项基金注入新的资金。 2015
年和 2016 年卡特彼勒基金会已
向该专项基金注入 50 万美元，
约合 325 万元人民币，不仅用于
不同地区有针对性的灾前物资
储备，还为社会救援力量和志愿
者提供培训，帮助他们更加专业
化， 同时支持社区防灾意识培

养、知识普及和技能提升。 中国
扶贫基金会按照每年的备灾防
灾及减灾需求， 统一筹划和使
用。 目前，去年第一笔资金支持
的备灾物资已经全部入库，针对
各地专业救援队伍的培训也已
经结束。

备灾减灾专项基金的第一

次启用是在今年 6 月 24 日，江
苏盐城龙卷风冰雹特别重大灾
害发生后，20 小时之内，中国扶
贫基金会启运 210 顶赈灾专用
帐篷， 并于当晚送达受灾地区，
并迅速建立临时安置点，有效缓
解了受灾群众基本生存保障问
题。 （张明敏）

国内首家企业基金会专项备灾基金设立

听力障碍和心智障碍儿童家庭代表与众嘉宾共同启动该计划

小营员们在夏令营上

今年，卡特彼勒基金会再捐赠 25 万美元用于备灾减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