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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山区学生收获人生第一笔“稿费”

Kindle“书路计划”激励山区学生追梦
� � 2017 年 3 月 10 日， 亚马逊
Kindle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四川
达州市宣汉县樊哙镇为成虎中
心校的六位《书路童行》Kindle 电
子书小作者举办了稿费颁发仪
式。 作为 Kindle“书路计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 每年亚马逊 Kindle
和中国扶贫基金会都会邀请受
捐助学校的学生进行一次作文
征集，并从中选出优秀作文结集
成册———《书路童行》电子书，在
Kindle 中国电子书店进行义卖，
义卖款项作为稿费回馈给每位
小作者，激励学生们更多地参与
阅读和写作。

2016 年《书路童行》Kindle
电子书一共收录了全部 32 所受
捐助学校学生的 100 篇作文，成
虎中心校是宣汉县在 2016 年

Kindle“书路计划”中受益的 5 所
学校之一，共有六位同学的作文
入选了 2016《书路童行》。亚马逊
阅读中国区总经理艾博儒和著
名作家刘杨等为成虎中心校的
六位入选小作者颁发了他们人
生中的第一笔“稿费”，其余的稿
费也将陆续发放给其他的小作
者。 此次活动是 Kindle“书路计
划” 受捐学校定期回访的一部
分，亚马逊及中国扶贫基金会将
调研 Kindle 电子图书馆的使用
情况和师生反馈，以更好地完善
Kindle“书路计划”。

亚马逊阅读中国区总经理
艾博儒表示：“Kindle‘书路计划’
自发起以来得到了 Kindle 用户
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授人
以渔’是 Kindle‘书路计划’公益

项目的重要理念，所以今年我们
把《书路童行》的义卖款项作为
稿费返回各位小作者，鼓励他们
阅读和写作。 我们将会持续地对
Kindle‘书路计划’进行投入，并
希望更多的机构和公众能够参
与进来，关注并为弥补城乡之间
的‘阅读鸿沟’做出贡献。 ”

颁奖仪式结束后，亚马逊阅
读中国区总经理艾博儒为孩子
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英文课，并与
他们交流阅读的魅力和感受；来
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在现
场演奏了古典音乐，让孩子们切
身体会到了音乐的魅力。

据了解，Kindle“书路计划”
实施两年以来， 一共向 32 所偏
远农村小学捐建了 Kindle 电子
图书馆。 第二期《书路童行》电子

书邀请作家及媒体主编从这 32
所受捐助小学的 1500 多篇小学
生作文中精选了 100 篇，并经浙
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编辑出版， 在亚马逊平台上义
卖。 书中每一篇文章都体现了孩
子们的真挚情感， 围绕家乡、父
母、学校生活以及孩子们的梦想
和童话等主题而展开。 周浩晖、
杨鹏、刘杨和袁腾飞等中国当代
知名作家以及《周末画报》财富

版专题总监陈璐参与了此次《书
路童行》的评选，并为《书路童
行》写序。 与去年义卖善款用于
Kindle 电子图书馆建设不同，今
年的义卖款项将全部作为稿费
回馈到这 100 位小作者手中，成
为他们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鼓
励小作者们和更多的孩子们多
阅读、增见识、勤写作、逐梦想，
亲手谱写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

（管乐欣）

由爱迪联合（北京）国际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独家投资创
建， 旨在打造国内幼稚园产业
高端品牌的意威皇家英式幼稚
园开业典礼于近日举行。

意威皇家英式幼稚园创办
人马丽娜表示，幼稚园成立后，
将帮助幼儿全面发展个人才
能，并将这些才能加以培训，融
合更多先进理念， 打造一站式
360 度贴身私人管家式服务；同
时，前所未有的“幼儿园+游泳
馆” 模式让新手父母们轻松享
受顶尖奢侈的早期教育服务；
同时， 意威皇家英式幼稚园携
手 Great Western Pre -school
共同成立 Scottish Curriculum
For Excellence 苏格兰 SQA 卓
越课程研究中心， 为中国早教
行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进
而回馈社会与更多家庭。

据了解，苏格兰 SQA 卓越
课程是苏格兰教育体系的一项
改革，旨在帮助幼儿掌握终身学
习的技能， 适应不断变化的社
会， 通过寓教于乐的课程模式，
让孩子们在玩耍的同时，尽情发
挥想象力、创造力、观察力、理解
力、 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
充分激发培养孩子的无限潜能。

中国企业领袖与媒体领袖
年会执行秘书长、 中国少年儿
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部副主
任陈金芳表示， 意威皇家英式
幼稚园在中国率先成立了苏格
兰 SQA 卓越课程研究中心，通
过多元教育的方式整体将提升
孩子掌握多种专长能力， 还开
设了芭蕾舞、马术、击剑、创意
美术、游泳、钢琴、英式戏剧以
及专家指导儿童协调力的发展
等特色课程。

英国皇室戴安娜王妃前管
家 Paul Burrell 现场分享了戴
妃教育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
育儿之道，他通过贴面礼仪、日
常接待礼仪的风趣讲解， 告诉
了大家面对不同文化时应更合
尺度、更讲理法地待人接物，互
相尊重、有礼有节。

发布会现场还邀请到了世
界游泳冠军胡雪娟和世界花样
游泳冠军胡妮分享游泳可为儿
童带来的诸多益处。

“总的来说，我们的早教将
以锻造孩子具有领袖精神的世
界公民为重要培养目标， 同时
还要有国际意识和公民意识，
以贵族的思维信仰激发孩子的
未来领袖潜质， 以贵族的礼仪
举止成就孩子的卓越人生。 ”意
威皇家英式幼稚园创办人马丽
娜最后表示。 （徐辉）

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更好地贯彻落实《关
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
的意见（试行）》，充分发挥党组
织在社会组织中的核心作用，
中国慈善联合会于 2017 年 3
月 9 日举办《社会组织如何做
好党建工作》培训班，以期帮助
各会员单位开展党建工作。

本次培训特邀请到了中共
中央党校战略哲学教研室主
任、 中国政治伦理学会秘书长
任俊华同志和民间组织服务中
心党委（纪委）办公室负责人金
伟同志授课。

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
长彭建梅宣读了中国慈善联合
会副会长、秘书长、党支部书记
王爱平同志的欢迎致辞， 表示
中慈联作为服务组织， 期待能
够与各会员一起， 在党建工作
方面开拓创新、推陈出新，让党

建工作切实为每一位员工服
务， 开创社会组织党的工作的
新局面。

任俊华以《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为题目，将社会组织党组
织的定位职责和目标、社会组织
党建的基本原则和问题、加大创
新力度做好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三个方面内容娓娓道来，用一个
个生动形象的现实故事将党建
工作的重要理论、基本原则制度
和党的政策文件深入浅出地进
行了透彻的剖析与讲解，让大家
学习到了社会组织党建目标、
支部书记的职责任务、 支部工
作的基本制度等内容知识。

金伟的授课从亲自参加基
层社会工作的切身感受讲起，
首先带领大家回顾了社会组织
建设工作历史的相关文件规
定， 通过社会组织党建历史背
景的讲解， 强调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的重要性。 接着，又通过对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状况的展
示， 讲解了党建工作过程中如
何开展各项基础工作、 如何进
行党建业务活动建设、 如何针
对流动党员加以管理等现实操
作问题。 金伟列举了 20 条党建
工作的改进措施， 特别强调抓
紧抓实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是当前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的首要任务， 并以此推
动党建工作带着责任、 带着感
情全面开展。

中国慈善联合会通过这次
培训， 让社会组织了解了党建
在日常组织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 确保了社会组织正确的党
建政治方向， 进而通过加强社
会组织自身党的建设来团结和
凝聚广大社会群众， 更好地推
动和服务中国慈善事业良好发
展。 （徐辉）

2017 年 3 月 8 日，“一心一
益·维维道来”———凤舞华夏—
心衣健康中国行暨 2017 中国内
衣文化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
开，著名歌手谭维维亲临发布会
现场，并签约心衣公益基金会担
任爱心大使。

本次新闻发布会特意选在
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以女性为
主体的节日举办，旨在关注女性
健康，宣扬内衣文化，促进中国
内衣产业与女性健康公益事业
的深度融合。

心衣公益基金会是由深圳
市内衣行业协会、SIUF 中国（深
圳） 国际品牌内衣展组委会牵
头，中国内衣龙头企业支持成立
的一个内衣行业公益组织，自
2014 年成立以来一直以“关爱女
性健康，救助乳癌患者”为己任，
以“凝聚内衣行业力量，推动华
夏公益发展”为宗旨。

心衣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秘
书长曾鸿毅在对“凤舞华夏—心
衣健康中国行”的项目介绍中提
到， 该活动将在深圳、 济南、长
春、成都、西安和南京六个中国
主要城市举办，通过发动内衣企
业号召旗下终端门店每卖出一
件内衣便捐出一元钱在心衣公
益基金会成立“一心一益专项基
金”，呼吁企业向“一心一益专项
基金”捐赠物资用于“一心一益
公益集市”爱心义卖活动，以便
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健康

保障，也从另一方面唤起消费者
的善心， 提高消费者更换内衣
的频率， 为乳腺癌疾病做好提
前预防。 此外，心衣公益基金会
还携手歌手谭维维， 借助其积
极正面的公众形象和影响力，
宣导女性健康知识， 帮助广大
消费者树立健康生活习惯和观
念， 让更多的人关注和帮助到
乳腺癌患者。

在发布会上，心衣公益基金
会理事长杜佩瑶现场授予谭维
维爱心大使聘书，谭维维说这份
聘书有着沉甸甸的重量，这是一
份不容辜负的责任与使命，她很
感谢心衣公益基金会对她的信
任，也真心祝愿善良的人们不用
再遭受病痛的折磨，她将全情投
入到这份慈善事业当中。 同时，
谭维维还为 SIUF 心衣超模天使
团的 6 位模特天使颁发“天使之
冠”。“心衣超模天使团”是由深
圳秀服文化传媒公司联合心衣
公益基金会倾力打造的国内第
一支高素质、 高质量的模特天
团， 聚集从 SIUF 国际内衣超模
选秀大会中评选出的 6 个优秀
模特，经国际顶尖模特导师的精
心包装和塑造，以积极自信的团
队形象参加公益、品牌、商演等
走秀和演出，与谭维维一起作为
心衣公益基金会的爱心使者，将
美丽、 健康和爱心传到世界各
地。

（徐辉）

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健康保障
心衣公益基金会号召“卖一捐一”

中慈联举办“社会组织如何做好党建工作”培训

意威皇家英式幼稚园成立
着重锻造孩子公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