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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极禅院走进佛山推广优秀传统文化

推广优秀传统文化

据北京太极禅院理事、太极
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裁
杨荇农介绍，北京太极禅院成立
于 2011 年，由马云和李连杰联合
发起创立，希望通过发起并实施
公益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太极禅
文化、 认同健康快乐的生活理
念，让更多人从太极平衡之道中
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自成立以来， 北京太极禅
院开展的系列活动得到了外界
高度认可。 截至目前，该机构已
在全国 24 个省、市、自治区的
137 所学校普及太极文化及运
动，受到师生广泛欢迎，覆盖学
生超 57 万人次，其中包括很多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通过
此次活动， 北京太极禅院希望
加深和中华儿慈会的合作，在
更广的范围内推广优秀中华传
统文化。

据腾讯育儿联合企鹅童话
发起的“中小学生学习压力”调

查显示， 有 70%以上的学生除完
成正常的校内学习外，还需要参
加由家长报名的课外辅导班；在
休息日，65%左右的学生每周花
在课外辅导班上的时间在 2 小
时以上，甚至有部分学生超过 10
小时。 在关注学习成绩的同时，
很多家长甚至老师都忽略了孩
子的心理健康和抗压能力。

杨荇农表示：“让孩子们学
习太极能够强身健体，但我觉得
更重要的是秉承太极禅的创办
理念，即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
化和智慧。 对孩子们来说，物质
上的帮助很重要，但心灵方面的
关爱更重要。 跟过去相比，现在
的孩子成长环境非常优越，但他
们的抗压能力、面对困难和挫折
的处理能力相对较弱。 我们希望
通过推广太极文化给孩子们带
去一种快乐健康的心态，对他们
的心灵成长乃至今后的人生道
路产生一些积极影响。 ”

记者了解到， 在成立初期，
北京太极禅院得到了老牛基金
会 1000 万元资助， 支持其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太极禅。 此后，越
来越多的企业家加入公益行列，
本次公益活动也得到了广东顺
德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
东顺德华臻传媒有限公司、广东
倾偈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广东凤
舞香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佛山
市顺德区盛世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北滘腾星奔驰 4S 中心等企
业支持。

作为此次活动的捐赠方之
一，佛山太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区初表示，在他看来，传
统文化对于孩子的成长十分重
要， 十多年来他先后与几十家
学校合作，共同推广传统文化。

“我希望通过太极这种外在的
形式与社会及更多企业对接，
也希望通过公益的方式调动更
多社会资源， 让更多人参与进
来，为下一代的成长做一些有意
义的事情。 ”

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发展

由于经济及地域发展不均

衡等现实问题，我国一些农村地
区尤其贫困偏远山区教育资源
匮乏，学生素质教育难以全面展
开，特别是音乐及体育等课程师
资力量更加薄弱。

为改善这一问题，北京太极
禅院联合壹基金发起“益谱匠
心”优秀教师支持计划，支持偏
远贫困地区体育及音乐老师，以
此改善地区教学质量。 现场，李
连杰与阿里巴巴社会公益部社
会责任经理丁倩雯共同为 10 位
优秀体育、音乐教师代表颁发了
证书和礼品。 来自贫困山区的体
育教师代表尹贤江通过故事分
享、全场互动的方式为参会者上
了一堂生动有趣的体育课。 也正
这样的“益节课”，为山区的孩子
们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大门。

对于为何支持乡村教师发
展，杨荇农表示，教师在学生成
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
们看到马云本人及阿里巴巴一
直在关注乡村教育。 过去有很多
公益项目集中在建校舍或硬件
改善方面，但我觉得更应该关心

软件建设。 我们希望。 不管是通
过太极还是音乐、体育活动的方
式，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给与他
们全方面的关爱。 ”他说。

“这一点，我觉得马云的理
念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我们开
展这个项目也是紧跟着马云和
李连杰两位创始人的想法，推动
公益事业往更加深层次的方面
发展。 我们也会根据壹基金和马
云基金会的一些项目进展逐步
跟进，配合他们一起开展项目。 ”
杨荇农谈道。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更好地
传播公益理念，北京太极禅院特
意邀请了一些年轻的行业精英
担任公益使者，包括奥运跳水双
冠王林跃，雅加达亚运会首金获
得者武术冠军孙培原，美国哈林
环球旅行者队亚洲第一人姜山，
极限运动员、 冲浪音乐人苏禹
烈，辛有志 818 严选创始人辛有
志等，希望他们在青少年群体中
发挥榜样作用。

对于今后在公益领域的规
划，杨荇农谈道，北京太极禅院
将继续开展面向中小学的太极
文化推广。 除了太极拳这种外在
的表现形式，他们还将进一步关
心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
长，如关注农民工子弟或单亲家
庭孩子心理问题等，引导和帮助
孩子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

“我们希望从外在到内在去
影响孩子们，所以未来我们会加
大在孩子心灵成长方面的投入，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将用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
法去运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
现细水长流，实现各方平衡和可
持续发展。 ”杨荇农表示。

（皮磊）

近日，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有限公司捐助、爱佑慈善基金
会负责执行的“同舟工程”儿童
医疗公益项目，在革命老区江西
省横峰县开始实施。

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 该项目迎来义诊及培训活
动，来自江西省儿童医院的小儿
心脏病、小儿呼吸、神经内科、内
分泌科等多名专家及横峰县人
民医院的医生， 为近百名 0~14
岁儿童进行义诊，并前往革命先
烈方志敏故居所在地葛源镇，为
葛源枫林小学全体在校学生进
行健康筛查。

将专家送到家门口
最高减 5 万治疗费

小雨桐一早就被母亲带到
横峰县人民医院儿科排队，母亲
是看到医院通过“医讯平台”发
布的省儿医专家开展义诊的提

示，携小雨桐慕名而来。
小雨桐今年 7 岁，不幸被诊

断为白血病，此前几乎每周需要
前往省儿童医院进行治疗，单是
往返和陪护住宿等费用就让这
个家庭雪上加霜。 在义诊中，小
雨桐的母亲向爱佑基金会工作
人员深入了解项目的救助政策，
并领取了救助申请材料。 据了
解，根据申请救助患儿的病种病
情不同，通过复核的困难家庭将
得到该项目最高 5 万元的治疗
费减免。 这笔费用，将切实减轻
困难病患家庭的经济负担。

据《公益时报》了解，该公益
项目不仅涵盖 0-18 周岁儿童的
多病种救助，还包括一项旨在提
升县级医院诊疗水平的医师培
训计划。 该计划将县医院医护人
员送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
童医院等国内顶尖儿童医院进
修，同时邀请省儿童医院各科室
专家进行专项培训，通过“送出

去”和“请进来”帮助县级医院提
高诊疗水平， 进一步完善县域、
省内、跨省三级诊疗体系。 据悉，
第一期相关培训已与此次义诊
同期实施。

央企践行社会责任
社会组织发挥专长

“同舟工程”是 2015 年国资
委、 民政部联合 63 家中央企业
共同采取的救急难行动，旨在通
过中央企业的参与，重点帮助经
政府救助后医疗费用个人负担
仍然过大的困难家庭、因病致贫
家庭减轻医疗负担。

2017 年，横峰县作为首批脱
贫摘帽县，光荣完成了脱贫攻坚
的重要任务。 但“因病返贫”仍可
能成为脱贫摘帽地区实现长期
稳定脱贫的现实挑战。 习近平总
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

谈会时强调， 贫困县摘帽后，要
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任
务， 实现已脱贫人口的稳定脱
贫。 他同时指出，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是防止老百姓因
病返贫的重要保障。

此次爱佑慈善基金会将自
身在儿童医疗项目设计及管理
的优势，与央企参与脱贫攻坚任
务相结合，正是社会力量巩固脱
贫成果的有益实践。

（徐辉）

中石油支持“同舟工程”
助力革命老区县巩固脱贫成果

� � 2019 年 10 月 27 日， 李连杰出席在佛山举办的北京太极禅院
2019大湾区站公益捐赠活动。 作为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
称“壹基金”）创始人、太极禅创始人，李连杰希望借助公益的形式大
力推广太极和中华传统文化。

李连杰的出现引发现场观众和媒体热切关注。 据了解，此次捐
赠活动由北京太极禅院主办，佛山太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中
共佛山市委副书记、顺德区委书记郭文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
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华儿慈会”）副秘书长徐惠芳，北京太极禅院理
事、太极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杨荇农，阿里巴巴社会公益
部社会责任经理丁倩雯，壹基金助理秘书长罗海岳等出席活动。

佛山太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区初、佛山市顺德区慈善组
织联合会以及辛有志 818 严选创始人辛有志等企业家和机构为此
次活动捐赠善款。 活动所募善款将全部捐赠给中华儿慈会，用于北
京太极禅院太极文化普及公益项目，关注流动儿童及偏远地区青少
年传统体育文化教育等领域。

太极禅文化校园巡展（佛山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