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 日，“救助儿童会全纳教育 ‘筑梦’
影展启动会”在京举行，影展展出了偏远山区孩
子们（含残障儿童）的三十余幅摄影作品

12 月 3 日是国际残疾人
日，12 月 1 日，救助儿童会全纳
教育筑梦影展启动会在北京举
行， 影展展出了偏远山区孩子
们（含残障儿童）的三十余幅摄
影作品。

救助儿童会自 2009 年起在
中国推动全纳（融合）教育，关心
残障儿童的福祉，让所有儿童有
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帮助残障儿
童进到主流学校和其他儿童一
起学习。

今年， 救助儿童会对全纳
教育的倡导开展了一次创新的
尝试，特别邀请了《纽约时报》
与 Getty Images 自由摄影师刘
禹扬多次到云南和四川对有特
殊学习需要的儿童进行肖像拍
摄和录影， 并为当地学校的儿
童提供摄影培训， 让 6 位儿童
（含残障儿童） 拍摄他们的生
活。 项目结束时，工作人员欣喜
地看到参与的每一个孩子都收
获了成长， 他们的梦想各种各
样， 其中一个就是让更多的人
看到自己的摄影作品。

如何帮孩子们完成心愿？救
助儿童会的小伙伴开始有一个
大胆的想法，启动“让我的照片
绕地球一圈———救助儿童会全

纳教育‘筑梦’影展巡展”，以此
唤起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
策展人，画廊、咖啡馆或者公共
空间负责人等爱心人士，提供免
费的场地或者对接资源来参与
这一筑梦行动。希望通过这个独
特的影展让更多人了解全纳（融
合）教育，发现每个孩子的潜能。

救助儿童会工作人员称，期
望在巡展圆梦过程中，更多的人
对残障孩子持以尊重、呵护和理
解，让更多的孩子尤其是残障孩
子能够乐观面对每一天，获得更
为宽容开放的教育环境。

现场，关注残障儿童教育的
粉丝们还当众把孩子们的摄影
作品绘制成油画，并赠送给救助
儿童会。 据了解，12 月 1 日在北
京的巡展是圆梦行动的第一站，
接下来将在国内外多个城市展
出。

2017 年， 除了摄影项目外，
救助儿童会在云南和四川也做
了不少推进全纳教育的试点工
作，开发《全纳教育 ABC》教师
培训教程，并在努力洽谈与四川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合作，计划
在 20 个县开展教研员及特教资
源中心教师 TOT 培训， 预计覆
盖教师 8500 名。 另外，救助儿童

会与云南省特殊
教育资源中心、
国家特教改革试
验区昆明市五华
区教育局建立为
期三年的项目合
作关系， 探索建
立以学校支持为
主体、 社区支持
为基础、 政府支
持为主导的全纳
教育模式， 以保
障残障儿童的教
育权利， 进一步
提高残障儿童的
基础教育水平。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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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安全健康成长守护行动在京启动
2017 年 11 月 30 日，由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的“儿童安
全健康成长守护行动”在中国科
学技术馆启动。

据统计，我国留守儿童数量
达 902 万。 在贫困地区，由于生
活条件相对落后，许多儿童特别
是留守儿童缺少应有的生活照
料，相当一部分儿童在良好卫生
习惯养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加之环境和食品卫生隐患等问
题，儿童的身体健康及发育成长
面临诸多挑战。“儿童安全健康
成长守护行动”将科技与保护儿
童身心健康发展紧密融合，搭建
城市儿童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沟
通桥梁，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树立
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 卫生习
惯、环保意识，并将安全健康理
念、环保理念在全社会进行更为

广泛的普及和推广。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表示，“儿童安全健康
成长守护行动”将依托少年公益
学院，从健康意识教育和养成良
好卫生习惯入手，通过城乡儿童
结对帮扶、乡村儿童安全知识大
讲堂、 安全知识社区公益汇演、
校园安全实践活动等系列活动，
组织城市的孩子与农村留守儿
童互动交流，让食品卫生、个人
卫生、生活卫生、自我安全防护
等相关常识，通过孩子之间的互
动实现教育和传播，让孩子们成
为守护自己健康的主人。

来自中国卫生监督协会、北
京市学生营养餐协会、中国农业
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
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的代表
分别从食品安全监管、卫生知识

普及、学校引导、农村留守儿童
的零食安全与卫生习惯以及国
家生物科技手段守护儿童健康
等多个方面，对儿童安全与健康
问题做了全面深入探讨和交流。

活动以一场沙画表演开场，
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公益的“利
他”本源及儿童安全健康守护的
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活动上，
佳农新集团北京森根比亚生物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捐赠善款 200
万元，并承诺将通过高新技术手
段有效促进环境保护，为儿童的
食品安全提供科技保障。 朝阳区
18 所学校获得中国儿基会少年
公益学院联合教育实践院校称
号，少年公益学院儿童安全成长
守护行动特使栗坤和爱心传播
大使祖海则共同呼吁社会关注
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特别是为

农村留守儿童带来更多切实的
关爱与帮助。

佳农新集团北京森根比亚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毅，

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党委书记
殷皓及合作企业、 机构负责人、
媒体记者等 300 人参加了启动
仪式。 （徐辉）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
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
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
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为老龄事业和产
业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
2017 年 11 月 28 日， 喜乘党的
十九大东风，中华慈善总会颐达
养老爱心基金启动仪式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第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中华
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伟以及爱
心企业家、深圳市前海全球品牌
配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厚武等
领导出席仪式。

中华慈善总会颐达养老爱
心基金由深圳市前海全球品牌
配送有限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
捐款 1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旨

在通过资助服务和社会倡导，改
善老龄人口的生活环境，提高老
龄人口的生存质量，并呼吁社会
共同尊重、关心、关爱和帮助老
年人，推动养老服务公益事业健
康有序发展。

深圳市前海全球品牌配送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厚武是香港
恩泽慈善基金会创办人之一，多
年来一直致力于香港和内地的
扶贫助学、扶危济困活动，如援
建希望小学、“一帮一” 助学，还
通过修建水窖、蓄水池解决当地
居民饮水困难。 同时，他在启动
仪式上也指出了颐达养老爱心
基金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加快
构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并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引领下，积极关注养老事
业发展，充分发挥颐达养老爱心
基金的作用，为我国养老事业做
出应有的贡献。 ”

（张慧婧）

全纳教育“筑梦”行动：
让我的照片绕地球一圈

中华慈善总会颐达养老爱心基金在京启动

� � 12 月 1 日， 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召开了“以儿童发展应对
不平等挑战”研讨会，来自福特
基金会、UNICEF、世界银行、救
助儿童会、财政部、国家卫计委、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北
京师范大学等单位代表参会。

今年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成立的第 20 个年头。 自 2012
年起，该基金会就专门设立了儿
童发展中心，致力于关注那些贫
困的弱势儿童，尤其是农村地区
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研讨会
一开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
秘书长方晋在欢迎辞中介绍，儿
童发展和减贫依旧是基金会所
关注的至关重要的工作。基金会
会持续关注三个非常重要的项
目，一是会议，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二是一些研究的项目和政府
报告；另外也会做一些包括农村
儿童的教育、营养方面的项目。

福特基金会会长吕德伦在
会上就早期教育对人的发展有
着长效影响做了个人经验的分
享。提出为了让下一代发展的更
好， 通过更好的营养和教育，可
以让所有的孩子们有一个更好
的人生起点， 也可以减少不平
等。 一方面，可以有益于每个个
体，另一方面也会有益于整个社
会，就像营养对于人的发育很重
要一样，它对于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也很重要，这样的目标给
个体打开了机遇之门。

研讨会上， 大家踊跃发言，
都结合经验做出了精彩的分享。
救助儿童会北京代表处的首席
代表王超表示，造成贫困儿童的
原因是绝对贫困、城市化以及特
殊的需求， 儿童发展可以从教
育、 健康和保护这三方面着手，
需要学校、 社区以及国际政策、
体制的通力合作。

研讨会最后，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对最近到凉
山和西藏看孩子们的发展状况
做了图片解读，并表示基金会要
在深度贫困地区开展早期养育
项目，通过早期养育和营养干预
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不公
平问题，并期待与各方的继续深
度合作。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 当前，
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严峻的不
平等挑战及其引起的一系列负
面后果。 投资于儿童，使所有儿
童都有公平、 光明的发展起点，
是应对贫困与不平等的关键手
段， 这一点也成为全球性的共
识。本次研讨会分享和交流了国
际上促进儿童发展的实践，探讨
在新时期政府、国际组织、社会
组织和学界如何整合资源和努
力，切实促进了中国儿童的全面
和公平的发展。 （张慧婧）

“以儿童发展应对不平等挑战”研讨会在京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