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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10 专题

“爱上你的微笑”
NU SKIN如新改善贫困学生营养健康获社会认同

“小橙大爱”公益徒步在贵州开锣
2017 年 5 月 20 日，“小橙大

爱·2017 公益徒步活动” 首站在
贵州打响。 在贵阳市文明办、贵
阳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大力支
持下，阳光保险近千名“阳光橙”
在贵阳市观山湖公园集结，为爱
行走。 热心公益的阳光保险客户
及合作伙伴们成为“阳光橙”的
主要力量积极参与此次活动。

据阳光保险爱心基金会项
目负责人介绍， 此次活动中，每
位队员在完成徒步 5.2 公里及
52 元公益筹款目标后，可获得阳
光保险爱心基金会配捐的 52
元。 双份的的爱心善款，连同每
位队员的报名费，将用于贵州省
安顺市普定县学校教学及生活
设施建设。

据悉，以“为爱行走，一路阳
光”为主题的“小橙大爱·公益徒
步活动”是阳光保险爱心基金会
发起的一项健康与公益扶贫相
结合的户外公益徒步活动，旨在
倡导阳光保险员工身体力行参
与公益，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关
注和支持公益行动，践行“我是
一缕阳光，温暖整个世界”的阳
光公益精神，共同助力贫困地区
教育扶贫。

“我们希望公益不再是单一
的捐款捐物，徒步也不再是一项
简单的运动。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
为爱行走，走出一路阳光，在塑
造更活力健康的自己的同时，帮
助更多需要关爱的贫苦地区儿
童，让每一步都成为爱的累积。 ”
阳光保险爱心基金会项目负责
人表示。

为了让大家感受更多的行走
乐趣，“小橙大爱” 将活动地点定

在美丽的贵阳市观山湖公园，在
主会场和徒步路线上设置了手印
彩绘、趾压板拔河、三人四足等丰
富的互动游戏， 还设置了轮胎障
碍区、跳绳区、创意拍照区等。

为了保障活动的顺利进行，
阳光保险与和众泽益志愿服务
中心、贵州众益志愿者公益发展
中心等进行了精心策划。 阳光保
险为活动队员及工作人员提供
“出行惠”保险保障；来自贵阳市
红十字会紧急救援队的队员分
布在徒步路线上，为可能发生的
紧急情况做准备；来自贵阳数个
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守候在
各个区域为队员们服务。

据了解，阳光保险自成立以
来，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发挥了
金融保险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各
项公益慈善事业中累计投入超
过 1.3 亿元。依托“阳光保险爱心
基金会”、“阳光保险青年志愿者

协会”两大平台，阳光保险深耕
乡村教育， 传递橙色温度，自
2008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贫
困地区小学的援建和共建活动，
目前已在贵州、 四川、 山东、福
建、湖南、西藏、云南、广西、甘
肃、重庆、辽宁和宁夏等地捐建
阳光保险博爱学校 38 所， 惠及
在校师生超过 1.3 万名。

近年来， 基于企业社会责
任，阳光保险爱心基金会着力打
造“公益运动筹款”这种流行的
公益参与方式，孕育出“小橙大
爱”公益品牌，并于今年推出“小
橙大爱·徒步公益活动”。 作为阳
光保险品牌公益活动，“小橙大
爱” 将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第
二站活动将于 6 月 3 日在成都
落地。 另据主办方透露，“小橙大
爱·徒步公益活动” 有望于每年
的 5 月 20 日固定在贵州举办。

（高文兴）

2017 年 5 月 20 日是第 28
个“中国学生营养日”，在这个全
国都在为了倡导合理营养、平衡
膳食，全面普及少年儿童营养知
识的时节里，NU SKIN 如新与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同发
起了“爱上你的微笑”集善如新
儿童蜜儿餐项目摄影展，旨在呼
吁社会更多关注贫困地区儿童
的营养问题。

摄影展四城暖心启幕

5 月 19 日，“爱上你的微笑”
集善如新儿童蜜儿餐项目摄影
展在 NU SKIN 如新北京体验馆
暖心启幕。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副秘书长刘玉文、世界儿童基
金会中国区项目总监林春雷及
NU SKIN 如新中国市场营销副
总裁盛子人出席了摄影展开幕
式。

据悉，本次摄影展展出了世
界各地受到“NU SKIN 如新受
饥儿滋养计划”帮助的儿童微笑
照片。 5 月 19 日至 7 月 19 日，该
摄影展还将在上海、广州、西安
的如新体验馆以及 GCIP（NU
SKIN 如新集团大中华创新总部
园区）同步持续展出两个月。

NU SKIN 如新中国市场营
销副总裁盛子人介绍，如新今年
之所以会携手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举办本次摄影展活动，孩
子的微笑是温暖的语言, 主要是
想用这样比较直观的方式，让更
多 NU SKIN 如新事业经营伙伴
以及有爱心的社会人士可以亲
身感受蜜儿餐为缺乏营养的孩
子们带来的改变和价值，并让大
家产生更多的分享驱动力，从而
影响到更多的人能够引起对营
养不良儿童的关注并加入到我
们的队伍中来， 多一份爱心奉

献，就能创造更多微笑。
盛子人介绍说， 今年，NU

SKIN 如新将会开展对“如新受
饥儿滋养计划” 中受益儿童的
蜜儿餐爱心之旅， 她说：“开展
爱心之旅之前， 捐赠人只能通
过项目报告了解蜜儿餐的去
向， 对受饥儿滋养计划的认同
感是低层次的。 今年的探访之
旅旨在为捐赠人了解受益儿童
的日常生活及学习情况提供机
会， 让他们亲眼见证蜜儿餐所
带给孩子们的积极改变， 建立
捐赠人和受益儿童之间的情感
连接， 从而加深捐赠人对项目
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

据了解， 从 2010 年起，NU
SKIN 如新就与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及世界儿童基金会一道
开始实施“集善如新儿童蜜儿
餐”项目，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副秘书长刘玉文表示，之所选
择如新的受饥儿滋养计划进行
合作，是因为非常认同该计划的
理念和操作模式，至今已为大陆
贫困残疾儿童捐赠了近 2200 万
份蜜儿餐。

借助全国各省市残联和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力量，在国内
比较完善、覆盖城乡的残疾人组
织服务网络内，蜜儿餐得以直接
发放到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特教
学校和残疾儿童家庭。 谈及受饥
儿滋养计划这一全球性项目在
本土的发展状况， 刘玉文补充
说：“各地方残疾儿童康复机构、
特教学校根据当地饮食习惯，开
发创新了具备地方特色的蜜儿
餐食谱，受到各地受助残疾儿童
的欢迎。 同时配合 NU SKIN 如
新开展蜜儿餐口味调查活动，提
供第一手测试资料，使蜜儿餐口
味更符合中国大陆贫困残疾儿
童饮食习惯。 ”

15年深耕贫困儿童营养领域

食物与营养是人类生存的
基本条件，营养状况则是影响人
口素质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当
数亿人口摆脱贫困，但是全球仍
有 6600 万小学学龄儿童仍然遭
受着贫困、疾病、暴力伤害等因
素的影响，未能在生活中享有公
平生存的机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驻华代表花楠 (Rana Flowers)
曾经指出：“贫困并非只是一种
经济学中的衡量指标，它表明家
庭在诸多方面的资源缺乏，如营
养不良、有限的清洁水源、失学
等。 尽管儿童承担了贫困所引致
的最严重后果，但社会也要因此
付出高昂的代价……”

为了助力世界儿童营养不
良 问 题 的 解 决 ，2002 年 ，NU
SKIN 如新集团就发起了“受饥
儿滋养计划”。 在该项目中，NU
SKIN 如新凝聚遍布全球的事业
经营伙伴、 顾客及员工的力量，
透过持续性的蜜儿餐捐助，以滋
养全球饥饿及营养不良的儿童，
并拯救他们的生命。 与传统救济

组织提供的食品不同，蜜儿餐是
NU SKIN 如新营养科学家们精
心调配了适合营养不良儿童的
营养成分和比例，从而研发出了
富含多种儿童成长所需的维生
素和矿物质的营养补充食品，能
为儿童提供更多营养。

有别于传统营养救助的可持
续创新模式：NU SKIN如新的事
业经营伙伴、 顾客及员工购买蜜
儿餐并委托 NU SKIN 如新捐
赠，NU SKIN如新选择信誉卓越
的第三方慈善机构， 再由专业的
第三方慈善机构将蜜儿餐送到贫
困地区的学校， 以吸引贫困地区
的儿童去学校接受教育， 从而获
得自力更生的知识与能力。

当然，作为企业，要想从根
本上解决贫困儿童的温饱问题
还需要考虑地更多。 既要保证孩
子们的营养均衡与健康又要确
保食物的生产存放不被污染，公
司随后又决定在重点受助地区
如马拉维等地建厂，收购当地生
产的玉米作为主原料，并传授耕
种技能。 于此，为当地人提供了
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又推动了
这些地区经济及民生的发展，使

受惠者可投入到自力更生的新
生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 NU SKIN 如新创新的公益理
念也因此得以实现。

15 年来，NU SKIN 如新已
经通过慈善机构合作伙伴向世
界上 50 多个国家发放了蜜儿
餐，现在平均每天，该项目都在
为全球超过 15 万名儿童提供滋
养。 截至 2017 年 5 月，全球累计
购买并捐赠蜜儿餐超过 5 亿份。
据了解，“受饥儿滋养计划”曾在
2016 年荣获由民政部颁发的“中
华慈善奖”之“最具影响力慈善
项目”， 可以说受饥儿滋养计划
的模式与成绩得到了政府与社
会的支持与认可。

“和全球超过 300 万受饥儿
童的基数相比，蜜儿餐可谓是任
重道远。 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合
力解决受饥儿问题，才能帮助到
更多的儿童。 同时，更重要的是
吸引更多、更专业的社会力量参
与进来，我们才可以做的更多更
好。 我们孕育的是一颗善的种
子， 只有靠大家的力量共同灌
溉，才能让它结出更加丰硕的果
实。 ”盛子人说道。 （高文兴）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刘玉文（左）、世界儿童基金会中国区项目总监林春雷（右）及 NU
SKIN 如新中国市场营销副总裁盛子人（中）共同启动摄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