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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芭蕾舞团携手益教室

让乡村的孩子“美”起来
2018 年 1 月 16 日， 对于滦

平县第四小学四年级一班的刘
子畅来说，是一个格外难忘的日
子。 这一天，她和同学们第一次
现场欣赏了芭蕾舞表演，并且随
着来自中央芭蕾舞团的老师认
识了柴可夫斯基，认识了芭蕾舞
裙， 认识了芭蕾的手位和脚位，
学习了芭蕾舞中的哑剧动作
……

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
中 国 唯 一 的 国 家 级 芭 蕾 舞
团———中央芭蕾舞团携手中小
学艺术普及教育专业研究和实
践机构“益教室”，在芭蕾大师、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的带领
下，走进益教室艺术普及教育示
范县———河北滦平县 12 所乡村

中小学， 把芭蕾高雅艺术带到
“乡土”之中，把美好的艺术种子
种在一个个孩子们的心里。 国务
院参事、国务院扶贫开发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友成基金会副理事
长、 益教室联合发起人汤敏，滦
平县县委副书记李浩，共同参与
了此次活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明确要求，美育教育要坚持育人
为本，面向全体，遵循美育特点
和学生成长规律， 以美育人、以
文化人，在整体推进各级各类学
校美育发展的基础上，重点解决
基础教育阶段美育存在的突出
问题， 缩小城乡差距和校际差
距，让每个学生都享有接受美育

的机会。
“益教室”是由友

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发起的中小学艺术普
及教育专业研究及实
践机构。“益教室”县域
中小学艺术教育解决
方案以艺术教育为手
段，应用创新的“P+1”
模式，实现艺术专业教
师专业能力的全面提
升、教育理念和教学方
法的革新，使艺术专业
教师能够胜任综合艺
术门类的艺术普及课
程和艺术专业课程教
学；同时，帮助非专业
艺术教师建立全新的
艺术教学方法、培养其艺术教学
必备的综合素养及能力，使非专
业艺术教师可以胜任综合艺术
门类的艺术普及课程教学，真正
帮助县、乡、村各级中小学“开
足、开齐、开好”艺术课程，全面
提升乡村中小学生面向未来的
核心素养———审美能力和情感
审美能力。

2015 年至今，“益教室”已在
河北滦平县、北京房山区、北京
怀柔区、广西凤山县的 291 所中
小学落地实施， 受益教师 556

人、受益学生 106000 余人，项目
落地之处， 均受到县域教育部
门、师生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2017 年 6 月，“益教室”与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博物馆达成战
略合作，开启了乡村地区中小学
戏剧普及教育的历史篇章。 此次

“益教室” 携手中央芭蕾舞团走
进滦平县，又开启了我国乡村中
小学芭蕾艺术普及的新纪元。
“益教室” 将和中央芭蕾舞团通
过深度战略合作，以全新的模式
和手段，让芭蕾艺术规模化走进

全国的乡村中小学，让乡村孩子
通过芭蕾艺术建立“国际视野”，
让乡村的孩子与“高雅艺术”不
再是天空与田埂的距离。

2018 年始，“益教室”将陆续
在更多县域中小学实施项目规
模化落地， 通过创新的模式、专
业的体系，同时联合国内外专业
院团和诸多教育、 艺术专家助
力， 使乡村中小学生接受更公
平、更优质的艺术教育，让越来
越多的乡村孩子“美”起来。

（王勇）

日前， 由未来网梦想汽
车、“青年之声”综合服务办公
室与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
心共同举办的第一届“筑梦
2017·中国汽车行业关注青少
年发展公益盛典” 在北京举
行。 在公益盛典上，东风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凭借在公益助
学方面的成果，荣获“公益教
育事业行业先锋奖”。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
进步的基石，是实现“中国梦”
的基础。 为推进贫困地区教育
事业发展，2013 年， 东风公司
联合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共同启动“湖北希望工程·
东风润苗行动”。 五年来，东风
公司联合旗下多家单位，通过

“东风润苗行动” 累计投入
2000 多万元，在湖北、四川、云
南等地建起 15 所“东风希望
小学”，为当地学生打造“衣、
食、住、行、学”五位一体的助
学模式，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
发展。

除了做好涵盖“衣、食、住、
行、学”五个方面的助学项目之
外，东风公司还通过开展“筑梦
课堂”、“温暖 1+1”、“大手拉小
手”、“心语心愿”等一系列微公

益活动，丰富“东风润苗行动”
内涵，让“东风希望小学”的贫
困生们持续感受到“东风人”的
关怀和温暖。

据了解 ，2018 年至 2019
年，东风公司还将在湖北大冶、
襄阳、十堰、黄冈以及广西南宁
等地区援建 5 所“东风希望小
学”，对学校教学楼、宿舍进行
修建，完善学校配套硬件设施，
改善学生学习生活环境。此外，
东风公司还会将帮扶对象扩大
到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
体，除了提供物资上的帮扶，还
将开展“儿童心理健康”领域的
援助， 尽可能地将公益助学活
动渗透到儿童成长的方方面
面， 为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

作为中央企业， 东风公司
一直努力承担政治责任、 经济
责任和社会责任， 致力于成为
卓越的汽车企业公民。 在推动
企业经营发展的同时， 东风公
司按照社会责任“润”计划的整
体部署，全方位履行央企责任，
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动， 努力
将东风打造成为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的领跑者。

（于俊如）

东风公司
获公益教育事业行业先锋奖

“奶奶每天给我准备饭，中
午太远就不回去了。 ”每个上学
的中午， 杨秋婷都是吃冷饭，因
为她所在的冷水江中连乡杨家
学校没有食堂。 不过，她马上能
在每个中午吃上热饭热菜了。
2018 年 1 月 15 日上午， 在湖南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牵头下，
全美世界希望小学捐赠在杨家
小学举行，爱心企业全美世界为
该校捐赠 40 万元修建新学舍，
并建立食堂等配套设施。

“校舍后面有大裂缝，属于
危房。 我们教学也没有多媒体软
件，电脑都用不了。 ”杨家学校位
于娄底市矿产枯竭区，随着工业
的撤离， 导致村民的纷纷转业，
成年人多数出外打工，留守儿童
和老人问题严峻。 学校的基础设
施缺乏，孩子们需要更好的教育
条件。

据了解， 学校现有 6 个班
级、教师 20 人、学生 150 人左
右。 援建完成后， 学生将达到

300 人左右。团省委副书记仇怡
表示， 未来几年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决胜期， 推进农村教
育事业发展， 平衡社会教育资
源的任务不可怠慢。“希望通过
本次援建行动， 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 唤起更多爱心力量服务
湖南贫困地区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成才发展。 ”

为深化对中国儿童的教育
关怀， 全美世界集团决定在湖
南省启动第一所希望小学的援
建， 为贫困地区的弟子提供平
等且优秀的教育机会。 全美世
界董事长范文瑂博士告诉记
者，“世界童窗学生交流奖学金
计划”也将湖南纳入活动范围，
并打造成为杨家学校的特色教
育项目， 每年该校将派出优秀
学生代表前往新加坡进行学习
交流。

据了解，“世界童窗学生交
流奖学金计划”始于 2010 年，以
传递希望、照耀生命、让爱流传

不息作为宗旨，由新加坡人力部
长林瑞生倡议，作为新加坡慈善
筹款义演“让爱川流不息”为援
助四川地震灾民的后续活动。 8
年来，“世界童窗”为品学兼优的
贫困学子开启一扇跨国学习的
窗户，提供学子超越环境，使其
经历成长，参与为期 2 周的新加
坡学习交流之旅。 在为期两周的

“世界童窗”旅程中，交流生将在
新加坡两所重点小学（南洋小学
和公立培群学校）上课，也将学
习把关怀的正能量传递给他人，
与新加坡同龄学生一起探访乐
龄社区、老年失智症中心及特殊
儿童学校。

8 年来， 许多偏远贫困山区
的学童，通过参加“世界童窗学
生交流奖学金计划”开启了他们
第一次离乡跨国的学习旅程。 孩
子们简朴的心愿、 求知的热忱、
感恩的心态和行善的积极也感
染着身边的人。

（苏漪）

矿产枯竭区的留守儿童有了新学舍
全美世界希望小学捐赠仪式在湘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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