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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单车“空降”佛国圣地
� �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
在于心相通。

14 个世纪前， 晋代高僧法
显、唐代高僧玄奘都到过释迦牟
尼诞生地———尼泊尔的蓝毗尼，
唐代著名的尺真公主与松赞干
布的联姻更是成为一段佳话。

14 个世纪后， 在中国倡议
“一带一路”与中、尼两国建交 60
余年的大背景下，两国纽带的维
系和加固更迎来了新的机遇，一
批中国民间组织纷纷开始尝试

“出海”。
2017 年 7 月 1 日，300 辆山

地单车踏着西行的足迹，飞跃喜
马拉雅山脉，向着释迦牟尼诞生
地尼泊尔定向投放，为当地山地
居民的出行寻找解决方案。

开车仅能行驶一小时的国度

2015 年 4 月， 尼泊尔发生
8.1 级地震，伤亡人数过万。 北京
一家名为慈爱公益基金会的公
益组织负责人曹翔前来参与民
间救援工作，这支基金会中大部

分成员来自一个组织“越野 e
族”，有着越野经验的同时，让他
们对于道路出行格外关注。

其后，曹翔又多次和朋友们
来到尼泊尔，与当地居民深入交
流后，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摆在了曹翔的面前。 曹翔发现在
尼泊尔当地车辆所能行驶的道
路非常有限，大多数尼泊尔居民
均居住在山间与山为伴，出行均
靠步行，孩子们为了上学或者归
家，一旦出行需要走上 4 天的时
间，即便当地有汽车，但限于山
路绕弯，不易通行，孩子们只能
步行就学。

经过多方调研后， 一拍即
合，曹翔决定通过基金会的资源
向尼泊尔捐赠一批山地单车，一
个名为“佛国单车”的山地居民
出行计划就此成行。

根据北京慈爱公益基金会
的计划，今天将向尼泊尔方面捐
赠 300 辆山地单车，未来陆续会
有更多辆山地自行车捐赠到这
里。

同时，根据当地居民的出行

习惯，基金会还为单车进行了改
良，安置后座承载物品。

据悉，此次北京慈爱公益基
金会在尼泊尔捐赠山地自行车
的善举受到尼泊尔政府高度重
视。 7 月 3 日，尼泊尔总统班达拉
在总统府亲自接见基金会成员
一行， 并详细了解捐赠项目状
况，感谢中国民间组织对尼泊尔
人民的帮助，期望未来有更多的
公益项目落地尼泊尔。

多元方式，让公益不难

2017 年 7 月 1 日，基金会正
式将“佛国单车”项目落地尼泊
尔首都加德满都，日后将考虑以
多种方式帮助项目可持续发展，
比如“以商养善”、“海内外项目
结合”、“多元合作”等。

王璇是北京慈爱公益基金
会的秘书长，有着多年民间组织
从业经历和社会创业经历的她
俨然已经成为公益慈善界的“老
兵”。 在王璇看来，用商业的模式
解决公益的问题，是使公益项目
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
障。

另外，基金会的慈爱体育项
目也将与尼泊尔地方体育运动
融合，将已有资源的社会价值最
大化。

创始成员国受益“一带一路”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 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
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尼泊尔作为最早响应的 20
个创始国家之一，在受惠于“一
带一路”的同时也成了最早一批
支持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
友好邻邦。

6 月 20 日，中、尼双方举行
了第十一轮外交磋商，要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深入开展各个领
域的互利合作。 包括高层互访、
贸易投资、能源、旅游人文等，其
中有一个灾后重建，内含公益慈
善。

这是双方公益领域合作的
一个新起点和其中的一个侧面，
在捐赠形式、公益深层次形态和
公益走出国门上都有重大的创
新， 有利于中国民间组织走出
去。

“‘一带一路’海外扶助项目
是中国非常重要项目，鼓励中国
民间组织走出去过程中，受到政
府的非常大的支持，带着物资和
项目来到这里，希望能够给尼泊
尔人民带来物资和精神上的一
些影响，前期将 300 辆单车投放

加德满都的山地地区，给这里的
居民提供便利的出行方式，未来
会有更多辆单车逐步投放。 ”王
璇说。

尼泊尔前总理、尼泊尔联合
马列党派主席奥利先生也光临
现场， 他高度评价这一项目，并
表示近年来，中尼两国在各个领
域的双边互动都是有目共睹的，
而公益慈善领域的合作让他感
到两国的合作关系又上了一个
新的层次。

毫无疑问，中尼两国的关系
正处在历史最佳时期， 再加上

“一带一路”的倡议，如今一批批
公益先行者，纷纷跨出了国门。

“中国民间组织的海外步伐
是在欣喜中伴随着种种挑战，而
相比于商业组织，民间组织的这
种挑战甚至于更大，所以每一次
行动的成果都是来之不易，也让
人倍感欣慰。 ”中央财经大学中
国海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包胜
勇教授说。

（张明敏）

2017年 7月 6日，“中华思源
工程扶贫基金会十周年庆典暨中
华思源慈善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
行。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自
2007 年 7 月正式挂牌成立以来，
累计募集款物超 14亿元， 累计帮
扶贫困群众超过 1000万人次。

十周年再获捐 1.03 亿元

回顾十年扶贫历程、表彰爱
心个人、爱心单位、优秀项目，新
设立 4 支专项基金。 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 民建中央主席、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理事
长陈昌智，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
建中央第一副主席马培华等出
席本次活动。

陈昌智副委员长在讲话中
表示，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以下简称“思源工程”）所走过
的 10 年扶贫历程是我国众多公
益慈善组织实现“共同富裕”理
念的一个缩影；是社会各界共同
参与扶贫工作的思想升华和行

动展现；是一幅凝聚着“思源工
程”忠于使命、不畏艰难、严守纪
律、敢打敢拼的感人画卷。

陈昌智副委员长要求，“思
源工程”要以本次纪念活动为新
起点，在教育扶贫、卫生医疗扶
贫、大病救助、产业扶贫等领域，
坚持透明公益、阳光慈善、均衡
救助、理性赈灾，让更多的困难
群众能够得到及时救助和帮助，
在脱贫攻坚战中再立新功。

活动当天，共有 5 家爱心企
业向“思源工程”协议捐赠款物
合计 1.03 亿元，其中广东东方阳
光地产有限公司捐赠 2000 万
元、浙江联合中小企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捐赠 1000 万元、 北京
中咨产学研创新研究院捐赠 500
万元、北京太一云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邓迪捐赠 500 万元，分别
在“思源工程”成立专项基金，广
州市平安建设促进会联合广东
国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现场
捐赠价值 6300 万元的物资。

除了爱心企业在“思源工

程” 新设立 4 支专项基金外，广
州市平安建设促进会联合广东
国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思源
工程”捐赠 3000 套、公益价格为
6300 万元的儿童安全教育平台。

首次颁发中华思源慈善奖

为了表彰爱心企业、爱心人
士和爱心媒体“饮水思源、回报
社会”的慈行善举，值此成立十
周年之际，“思源工程”设立“中
华思源慈善奖”，据了解，本次颁
发的“中华思源慈善奖”是“思源
工程”成立十年来首次颁发的奖
项，其奖杯是由国际乐坛最活跃
的杰出中国小提琴家吕思清亲
笔签名的小提琴。

共有 9 位爱心人士荣获“中
华思源慈善奖爱心个人”， 其中
包括将慈善事业作为毕生追求
的中国慈善家李晓林；传递大爱
十五年如一日、践行“让慈善影
响中国”的时尚女王苏芒；被誉
为企业家版的“白求恩”、报效祖

国的爱国华裔陈沙立；影视界叱
咤风云、慈善榜大魁天下的演员
黄晓明；以实业创造财富、以教
育解决就业、以爱心履行责任的
企业家孙珩超； 致力阳光慈善、
让暖阳照亮贫困山区的企业家
刘汉元；书写商业传奇、助力教
育扶贫、帮扶乡村教师的浙商戴
建良；致富思源、传递爱心、向善
向前的创客“明哥”姜明；公益慈
善巾帼不让须眉，牵手你我彰显
大爱无疆的女企业家张玲。

此外，以救助为机缘、以行
善而传善、 播撒慈善种子的思
源·仁慧公益基金； 大仁博爱而
无私，扶贫善行济天下的思源·博
爱基金；“当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
起”的“互联网+公益”践行者腾讯
公益； 服务于全民、 更服务于公
益、“科技是这个时代最大公益”
的引领者蚂蚁金服公益平台；“以
微博之力，让世界更美”的新浪微
公益等 5 家单位也荣获“中华思
源慈善奖爱心单位”。

同时，十五年的坚守、从“让

慈善成为时尚”到“让慈善影响
中国”的 BAZAAR 明星慈善夜；
汇聚爱心精准救助重症患儿、

“让每个孩子得到妈妈的爱”的
思源·天使妈妈基金“儿童大病
救助”项目；集“基础教育、迁移
安居、安置工作和生态经济”为
一体的思源·佑华公益基金“佑
华教育移民班”项目；资助人工
耳蜗手术和康复训练、 开展聋
儿家长培训、“让贫困聋儿听见
有声世界”的“思源·爱的分贝”
项目； 致力于贫困学生综合素
质教育、“让创造力随影而生”
的思源·华谊兄弟公益基金“零
钱电影院” 项目；“以互联网思
维践行公益”、培养改变未来农
村青少年命运的思源·新浪扬
帆公益基金“扬帆计划”项目；
以保护生命与健康为使命、救
助先心病患者的思源·搜狐焦
点公益基金“温暖童心”项目等
7 个公益项目荣获“中华思源慈
善奖优秀项目”。

（徐辉）

“思源工程”十年劝募超 14亿元
帮扶贫困群众 1000多万人次

7 月 3 日，尼泊尔总统班达拉（右四）在总统府接见基金会成员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