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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球星关心下一代中国行在京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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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28 日，“百位
球星关心下一代中国行”项目启
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中国文学艺
术基金会关爱基金主任牛利军、
著名球星大卫·特雷泽盖、 乐粉
体育总裁周鑫等出席仪式。

一只足球、一件球衣……小
小的善举支撑起的是贫困少年
的未来与梦想。 新闻发布会中，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关爱基金
主任牛利军首先致辞，他说：“青
少年的教育与未来，关系国家前
途、民族命运以及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大局。‘百位球星关
心下一代中国行’项目，以足球
为媒介，动员全社会关注青少年
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更多
的少年儿童热爱足球文化，接触
到世界前沿的足球理念和文化，
特别关注到了贫困地区的青少
年， 用足球点燃他们心中的希
望。 项目将引领不发达地区青少
年的体育教育发展。 中国文学艺
术基金会关爱基金很荣幸能参
与其中，与乐粉体育一起，借助
球星的影响力，将慈善辐射到更
多的贫困地区，引起更广泛的社

会反响， 为中国青少年成长、为
中国足球的成长出一份力。 ”

“百位球星关心下一代中国
行”项目的善款将由中国文学艺
术基金会关爱基金全部接收，该
基金由中国行为法学会廉政行
为研究会发起设立，旨在全面落
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总目标，切实解决好
青少年在法制教育、 家庭生活、
心理健康、社会保护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公益
活动引领青少年成长。

著名球星大卫·特雷泽盖将
作为“百位球星关心下一代中国
行”第一站的慈善球星。 他将携
手社会各界慈善人士，共同为青
少年的梦想助力，他说：“非常开
心能够有这次机会来帮助中国
青少年儿童的足球文化发展，接
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是非常感动
的，今后我也会继续参加这种活
动， 会尽力为中国足球尽一份
力。 ”同时，特雷泽盖在回答记者
提问时说：“中国足球发展近几
年即将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因

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外国球员
和教练的引进，中国足球一定很
快就会得到质的变化。 中国也具
备几个基本条件，人口多、人才
多，所以我非常看好。 足球能够
影响下一代的未来发展，足球可
以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
共享， 有这么多传奇球星的到
来，会给孩子们带来许多成长方
面的帮助。 ”

发布会中， 大卫·特雷泽盖
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也宣布正式
启动， 乐粉体育将作为大卫·特
雷泽盖个人微信公众号的代理
运营商，持续为球迷提供高质量
的服务。

作为“百位球星关心下一
代中国行”公益项目的捐赠方，
乐粉体育是一家专业从事世界
顶级足球俱乐部中国足球赛事
运营、足球球迷服务、足球旅游
项目开发、足球青训、足球教练
培训的互联网足球产业企业，
并一直致力于中国青少年足球
运动的发展和足球公益事业。
目前乐粉体育已经成为意大利
尤文图斯俱乐部的中国官方授

权合作伙伴。 乐粉体育总裁周
鑫在发言中说：“乐粉体育一直
遵循足球发展理念， 致力于中
国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展。 作
为该项目的捐赠方， 很高兴能
与关心本项目的各界领导、企
业家、 慈善人士以及著名球星

大卫·特雷泽盖一同携手奉献
爱心。 2017 年，‘百位球星关心
下一代中国行’ 项目将每月到
达一站公益地，捐赠装备、援建
球场和培训教练， 也会和当地
的小朋友互动，传播正能量。 ”

（王祺文）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19 日，
黄奕聪慈善基金会在上海举办
了首届“奕聪领导力建设夏令
营”，9 位高中生营员由基金会通
过书面和实地层层选拔选出。 营
员分别来自广西南宁二中、广西
柳州高中、甘肃会宁一中和福建
奕聪中学，这几所学校均位于较
为偏远的省份或地区，都是基金
会长期设立奖教、奖学金的合作
学校，营员们参加此次夏令营之
前，基本上都从未离开过自己的
家乡。

夏令营期间， 基金会为学
生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训练和
参访课程，包括外教英语课、高
校和创业企业参访、同辈学习、
七天的领导力训练封闭营、工
厂参访和市场课等等。 不到三
周的密集学习， 令学生们大开
眼界，大受启发，他们不仅学习
到了知识与技能， 也变得开朗
和愿意交流了。

19 日的闭营仪式上， 学生
们用 PPT 和现场演示的方式展
现了夏令营的收获与成果，基
金会也邀请了来自这几所学校

的老师代表参与， 老师们纷纷
表示，这和他们想象中的“夏令
营”太不一样了，短短十几天，
看着平时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学
生有这么大的改变， 他们也非
常激动。

夏令营结束后回到学校，学
生们还用文字的方式将夏令营
期间发生的故事和感受记录了
下来，寄给基金会。

来自会宁一中的沙菲有个

创业的梦想， 他原本以为那是
“以后的事”，但与上海的同龄学
生交流中发现，“在我还将其作
为一个目标时，他们却早已在实
践”， 但是，“幸好我认识到了这
个差距，这就是我要去追赶的距
离”。 来自柳州高中的樊亮东形
容参加完夏令营的自己“看上去
还是那个我， 但内在已大不相
同”， 她对基金会苏秘书长的感
恩教育印象特别深，觉得“以前
也有帮助同学， 但不觉得有什
么，只是随心去做了，但现在更
明白了其中的意义，会更主动地
去回报社会和他人”。

此次夏令营， 是基金会在
“青年人才培养” 方向的又一个
积极尝试，在高中阶段就开始着
力培育偏远地区学生课业以外
更多的能力，拉近他们与城市学
生的距离。 夏令营活动也得到了
金光集团 APP（中国）及旗下企
业的大力支持。 （辜哲）

来医院看病的孩子们在深
圳儿童医院“美泰游乐智天地”
里兴致勃勃地玩着各种玩具，
孩子们的小脸平和安静， 完全
忘记了这里是让他们有恐惧感
的医院。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孩子
们在玩乐中忘记病痛。”美泰儿
童基金会主席兼美泰公司企业
事务部高级副总裁 Stephanie
Cota 看到孩子们专心玩耍的
一幕，开心地告诉《公益时报》，

“美泰深信玩乐的力量，玩乐能
缓解孩子的疼痛， 也能够树立
起他们的自信。 ”

美泰公司旗下的慈善组
织， 美泰儿童基金会与北京儿
童医院集团在深圳共同揭幕了
中国首家“美泰游乐智天地”。
此住院儿童活动中心的建立旨
在为入院求医和就医的儿童和
家庭提供一个舒适的空间，让
他们在治疗期间能够放松心
情、在玩乐中健康成长。

美泰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
及对外事务副总裁刘舜音说：

“美泰和北京儿童医院集团
2013 年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合
作协议， 双方共同致力于帮助
并促进中国儿童的健康成长以
及家庭的幸福安康。 在这三年
内， 我们将在北京儿童医院集
团的 19 家成员儿童医院中建
立‘美泰游乐智天地’。 ”

据介绍， 美泰儿童基金会
创立于 1978 年，其一切战略和
工作都以如何帮助有需要的儿
童提升生活品质为目标。 美泰
公司为此每年会将公司利润的

2%捐给美泰儿童基金会，用于
开展公益项目。

“美泰相信玩乐拥有无穷
的力量， 对儿童的学习和成长
具有重要意义。玩乐中，孩子们
能够协调肢体、增强感知、提升
想象 、 培养社交能力等。 ”
Stephanie 说道，“美泰公司集合
了公司内部多项资源为有需要
的儿童提供优质的玩乐机会。”

美泰儿童基金会还投身于
环境保护、 灾害救助等其他方
面的多项公益项目， 鼓励并号
召更多员工参与到公益活动和
慈善事业中。

全球最大的玩具公司美
泰是最早建立“全球制造标
准”的品牌，美泰正通过美泰
儿童基金会，逐渐将企业社会
责任融入到公司运营的各个
方面，包括对玩具行业最为重
要的供应链管理、 原料供应、
产品生产标准、减少对环境和
员工的影响等。 美泰的企业社
会责任已不限于单纯的捐赠、
产品提供，而是逐渐发展为提
供技术、 服务和教育等内容，
并使之成为企业战略的一部
分， 以保证企业社会责任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美泰重要的战略
市场。 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
公民意识觉醒的今天， 一家公
司在保证产品质量之余， 品牌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所树立的
形象将愈发被关注。 希望美泰
能 拥 有 这 张 企 业 名 片 。 ”
Stephanie 表示。

（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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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奕聪夏令营”成功举办

APP（中国）知识产权总监Dr. Jeff D. Lindsay也是外教老师之一

国内首家美泰游乐智
天地落户深圳

心平公益基金会不慎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清华园支行开户许可证丢失，账号：110906426110801，人民
银行核准号 J1000074747102。

特此声明
心平公益基金会

2016 年 10 月 31 日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