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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济困，共同营造一片温暖的天空。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夏日再赴西藏自治区拉萨和山南地区，携手
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阿妈仓慈善专项基金，开展贫困家庭妇女“两癌” ( 乳腺癌与宫颈癌 ) 救助与贫困
学生助学公益项目，为雪域高原送去温暖、奉献爱心，助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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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Spreads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情系高原 爱的甘霖再洒雪域圣地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援藏系列活动纪实
夏日的雪域高原，山色苍翠，百花吐艳，白云流水之间清爽宜人，万物美醉。继 2017 年北京成龙慈善基
金会联合北京同仁张小楼基金会，为西藏高原眼疾患者送光明的活动成功举办之后，如今再赴西藏拉萨和

— 情系高原 爱的甘霖再洒雪域圣地
— 让妈妈回家 同享爱的阳光雨露

山南地区，举行援藏系列活动。龙基会此行共捐赠救助金 100 万元，全部投入到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阿妈
仓专项基金的贫困家庭妇女“两癌” ( 乳腺癌与宫颈癌 ) 救助与贫困学生助学公益项目中，为西藏自治区
的脱贫攻坚工作再尽一份绵薄之力。本次活动成龙大哥虽未能亲自出席，但是委托龙基会带去了他对西藏
人民的深情厚意与无限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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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阿妈仓慈善专项
基金创始人十一世班禅大师母亲尧西 •
桑吉卓玛对所有“两癌”患病妇女提
出了殷切希望，并向受助患病妇女发
放了由龙基会捐助的“两癌”救助金。
在致辞中，她充满深情地说：“今后
我们一定会持之以恒与全社会各界人
士共同发扬设身处地、乐善好施、助
人为乐的美德，加大宣传力度，积极
动员，广泛募集，全力以赴地开展更
贫困家庭妇女“两癌”救助捐赠仪式在山南市隆重举行

多的公益活动，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
排忧解难，为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
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阿妈仓慈善专项基金创始人十一世班禅大师母亲尧西·桑吉卓玛向受助患
病妇女发放了由龙基会捐助的“两癌”救助金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一名贫困妇女代表在收到救助金后情真
意切的说到：“在党的好政策及社会各
界慈善人士和各级妇联组织的关注下，
如今得到了这笔救助金，解决了我们的
实际困难。感谢你们的无私帮助和爱心
救助，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温暖。今
后，我们一定克服困难，自尊、自信、

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阿妈仓慈善专项基金创始人十一世
班禅大师母亲尧西·桑吉卓玛向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副秘

自立、自强，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
以实际行动守好土、固好边，争做盛开

书长李海燕赠送锦旗

在雪域边陲的格桑花。”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海燕
在仪式上发表讲话，她表示，龙基会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共捐赠救助金100万元，全部投入到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阿妈仓
专项基金的贫困家庭妇女“两癌” (乳腺癌与宫颈癌)救助与贫困学生助学公益项目

本着关注女性健康，辅助国家惠民政
策实施的目的，着眼贫困患病妇女的
实际困难，为处于困境中的患病妇女
解燃眉之急，帮助她们重拾生活的信

心系格桑花
2018 年 8 月 17 日，天刚蒙蒙亮，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一行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车程，来到贫困家庭妇女“两
癌”救助捐赠仪式的举办地——山南市。
为进一步扩大贫困妇女“两癌”救助的覆盖面和受益面，有效帮助患病贫困妇女解决实际困难，让党和
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厚爱惠及西藏自治区“两癌”患病贫困妇女，此次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联合援
助西藏发展基金会阿妈仓慈善专项基金，在西藏自治区妇联和有关部门的的大力协助下，为西藏自治区

60 名贫困妇女发放救助金 60 万元，专项用于西藏自治区农牧区妇女进行“两癌”免费筛查，同时大力
实施贫困母亲救助活动。

心，帮助患病贫困家庭缓解生活压力。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海燕与贫困家庭妇女“两癌”患者亲切交流

让更多的贫困患病妇女得到救助，精
准帮扶，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争取早日康复，防止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的恶性循环。
此次举行的贫困妇女“两癌”救助金捐
赠仪式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厚
爱，体现了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和援助
西藏发展基金会阿妈仓慈善专项基金对
“两癌”患病贫困妇女的深厚感情和关

上午 10 时 30 分，在山南市妇联主席徐梅的主持下，捐赠仪式正式开始。仪式上 , 西藏自治区妇联党组

爱。是一项弘扬扶贫济困传统美德的慈

成员、副主席次仁白珍代表区妇联向获得救助的姐妹表示亲切的慰问，向关心支持西藏自治区妇女儿童

善之举，是开展送温暖、献爱心，助力

事业发展的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阿妈仓慈善专项基金和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表示诚挚的谢意。

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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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与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共
同举行的阿妈仓慈善专项基金爱心助学金发放
仪式在西藏藏医学院隆重举行

59名来自农牧区、家庭极度贫困的藏医学院大学
生悉数到场，接受了由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出资，
携手援藏基金会阿妈仓慈善专项基金的助学捐赠

情暖学子心
8 月 19 日下午，在贫困妇女“两癌”
救 助 金 捐 赠 活 动 结 束 之 后， 北 京 成
龙慈善基金会来到拉萨市西藏藏医学
院，与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共同举行
西藏藏医学院研究生处16级专业硕士班学生朗加顿珠代表受助贫困大学生在仪式上发表感言

受捐助学生代表向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
海燕敬献哈达，表达真诚的感谢

阿妈仓慈善专项基金爱心助学金发放
仪式，59 名来自农牧区、家庭极度贫
困的藏医学院大学生悉数到场，接受
了由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出资，携手
援藏基金会阿妈仓慈善专项基金的助
学捐赠。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阿妈仓
慈善专项基金发起人尧西 • 桑吉卓玛
女士出席仪式并致辞，西藏藏医学院
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达娃代表学校党
委和师生对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和阿
妈仓慈善专项基金的慷慨捐助表示感
谢，在发言中，他强调，爱心捐助充
分展示了基金会对西藏藏医药教育事
业的重视和支持，是对西藏高校贫困
大学生的关心与爱护，也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治边稳藏”战略思想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志愿者与受捐助学生代表合影留念

西藏藏医学院研究生处 16 级专业硕士班学生朗加顿珠代表受

优的贫困大学生。受捐赠的这些孩子也是藏医学院学工部经过

助贫困大学生在仪式上发表感言，并代表全体受助大学生诚恳

严格程序筛选而出的，虽然都来自贫困家庭，但他们都有一颗

表示，他们会努力学习藏医学知识，为将藏医学发扬光大、服

上进的心，都渴望读书、渴望获得知识。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

务全人类而不懈努力。他说到：“这份爱心资助，不仅是物质

和援助西藏基金会阿妈仓慈善专项基金的助学捐赠对贫困大学

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鼓励和鞭策，因为我们深知它承载着很多

生伸出援助之手，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营造了一片温暖的

关心我们的人的期望，在帮助我们实现大学梦的同时也将一份

天空，让他们感受到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互帮互爱的关爱和全

厚重的责任交到我们的肩上，那就是将爱如火炬传递一样接力

社会的期望以及自己身上的责任，再次助燃了莘莘学子们对美

下去，去用心感恩，去回馈社会。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今后

好生活的热情，为理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将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传递爱心。”

在光明行和此此系列活动之后，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还将继续

和“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

本次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通过援助西藏基金会阿妈仓慈善专项

行动，不断跟进相关扶贫项目，建立健全长效救助机制，以实

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体现。

基金向西藏藏医学院捐赠 29.74 万元，共捐助了 59 名品德兼

际行动为促进贫困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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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济困、崇德向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乐善好施、助人
为乐，是社会倡导的时代新风，是实践中国梦的应有之义。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金秋时节赶赴多彩贵州，
为助推脱贫攻坚、建设和谐幸福美丽新织金倾情献上一份绵薄之力。

Let Mom Go Home
在全国工商联和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依文集团等
社会各界的帮助以及织金县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经过为期一个月的蜡染刺绣培训，9 月 11 日，
织金县脱贫攻坚首期绣娘培训技能考核验收在绮陌
工业园进行。

让妈妈回家，让千年传承走向世界
又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美好季节。在全国工商联和北京成
龙慈善基金会、依文集团等社会各界的帮助以及织金县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向织金县捐赠了50万元的善款，用于绣娘培训和边
远山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为期一个月的蜡染刺绣
培训，9 月 11 日，织金县脱贫攻坚首期绣娘培训技能考
核验收在绮陌工业园进行。来自全县各乡镇（街道）的

73 名绣娘代表参加，织金县委副书记任洲麒，织金县委
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姚雄龙，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
副秘书长李海燕，依文集团项目经理刘栋出席会议并讲
话。结业典礼上，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向织金县捐赠了

50 万元的善款，用于绣娘培训和边远山区的学校基础设
施建设。
结业典礼上，任洲麒书记代表织金县委、县政府向北京

让妈妈回家 同享爱的阳光雨露

成龙慈善基金会、依文集团以及下发订单的唯品会表示
最诚挚的感谢，向顺利通过考核的各位“绣娘”表示衷
心的祝贺。任洲麒指出，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携手依文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贵州省织金县慈善行记

集团一行来织金开展捐赠及“绣娘”培训验收工作，是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在保护和延续传统苗绣民族民间工

“此景闻说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游。”人杰地灵、山川秀美的织金宛若镶嵌在贵州中西部的一颗璀璨明珠，
享有“溶洞王国、煤海磷都、宝桢故里、竹荪之乡、山水之城、百泉古镇”之美誉。扶贫济困、崇德向善，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海燕和参加培训技能考核的织金绣娘亲
切交流

艺，助推产业脱贫的一次有益探索，更是社会公益组织、
民营企业家遵循“四个意识”，响应党中央和全国工商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乐善好施、助人为乐，是社会倡导的时代

联号召，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相信，

新风，是实践中国梦的应有之义。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金秋时节赶赴多彩贵州，为助推脱贫攻坚、建设和

在北京成龙慈善基金的带领下，将会有更多的公益组织

谐幸福美丽新织金倾情献上一份绵薄之力。

投身到西部山区脱贫攻坚事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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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培训班一共126名学员，主要由建档立卡的贫困妇女组成，分两
个地点集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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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绣娘培训技能考核的内容为蜡染和刺绣，考核时间从上午10点至
下午3点，来自织金县各乡镇（街道）的73名绣娘代表参加

结业典礼上，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向优秀绣娘颁发“织金绣娘培训帮
扶项目‘让妈妈回家’”牌匾

此次首期绣娘培训技能考核的内容为蜡染和刺绣，考核时间从

织金县传统苗绣民族民间工艺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素有“指

上午 10 点至下午 3 点，考核结束，由“依文 • 中国手工坊”相

尖上的芭蕾”之称。绣娘帮扶培训工作的开展，是为了延续和

关核心技术人员组成的评审团进行现场评审，经过专家们认真

发扬这一传统工艺，弘扬民族优秀作品、发展织金旅游经济、

仔细的评审，评出优秀及合格绣娘 60 名。结业典礼上，北京

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带动妇女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此次

李海燕副秘书长表示，此次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与织金县政府合作设立的“让妈妈回家”公益项目，把

成龙慈善基金会向优秀绣娘颁发“织金绣娘培训帮扶项目‘让

培训合格的绣娘，将立即投入到生产中，完成唯品会 1000 万

苗绣与扶贫有机的结合起来，帮助愿意返乡居家就业的打工妈妈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以及稳定的就业机

妈妈回家’”牌匾。依文中国手工坊向优秀绣娘授予“依文 •

元的蜡染刺绣订单任务，帮助上百个家庭脱贫致富。北京成龙

会，最终实现让“留守儿童”的妈妈们无需背井离乡与亲人分离，就可居家灵活就业。希望通过发展这

中国手工坊织金家庭工坊”牌匾，初期将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

慈善基金会捐赠的资金将全部用于“绣娘”培训工作和教育设

项公益事业，帮助越来越多的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让孩子们都能拥有完整的童年生活，让老

3000 元的订单。织金县直多家单位联合向优秀绣娘颁发《职业

施建设，为织金县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奋力建设示范区注入

人们老有所依，引导更多的家庭回归邻里和睦的氛围，全面提升社会和家庭的幸福感。从而带动更多有

技能培训合格证书》。

新动能。让漂泊他乡的妈妈回家，让传承千年的苗族刺绣蜡染

织金县传统苗绣民族民间工艺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素有“指尖上
的芭蕾”之称

姚雄龙副县长在致辞中指出，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倾情帮扶，德厚绵长。在全县脱贫攻坚进入攻坚拔
寨的关键时期，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携手依文集团帮扶织金，为织金县脱贫攻坚事业注入了强大动力。

能力、有善念的社会人士共同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

走出山水之城，走向世界。

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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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片蓝天，让爱的阳光照亮心田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9 月 12 日一早，在绵绵秋
雨中，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一行又踏上了征途，今天
的目的地是位于织金县南部的阿弓镇官寨小学。秋雨，
淅淅沥沥地下着，浓绿逼人的青翠山岭在时雨时雾中
若隐若现，像一幅没有尽头的画卷。面包车在崎岖颠
簸的山路上蜿蜒飞驰，山高路险、湿滑泥泞丝毫没有
阻挡大家希望尽快看到大山深处的孩子、为他们送去
温暖的热切心情。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
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织金县阿弓镇官寨小学坐落于织金县阿弓镇官寨村依
聋寨组，位于织金县南部，阿弓镇政府西部，西与织
金县鸡场乡接壤，南与六枝特区梭戛乡毗邻。距织金
县城 65 公里，阿弓镇人民政府所在地 11 公里。学校
创办于 1977 年，已经有 40 多年历史，学校占地面积

9600 ㎡。现有教学班 7 个，幼儿班 2 个，教职工 14 人，
山村幼儿志愿者 2 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教师 4 人，
本科学历 10 人，学历合格率达 100%，学生 420 人。
学校服务半径主要以官寨村 8 个村民组 ( 其中有后寨、
新寨、新发 3 个苗族村寨，能歌善舞 )；吹聋村：肖家
寨组、木房组、前进组、河坝组。从总体来看，生源
递增的速度非常之快，在乡镇小学内相对比较好，教
官寨小学三年级学生潘笑乙的父亲2013年双目失明，母亲离家出走，姊妹
五个和父亲相依为命。2017年1月1日，父亲去世，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这以后，五姊妹就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学实绩也在逐年提升。

为了给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学习生活、娱乐场所，让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开创留守儿童新的管理和教育
模式，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捐资助建了一个全新的规范化的“阳光少年之家”

近些年来，由于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官寨小学的留守儿童业在逐年增加。目前，学校的留守儿童人数
已经多达 168 人，原有的“阳光少年之家”活动场地设施简陋，办公局促，留守儿童活动内容单一。同时，
学校还缺少规范化的留守儿童食堂、图书室、活动室及档案办公室。为了给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稳定
的学习生活、娱乐场所，让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开创留守儿童新的管理和教育模式，北京成龙慈善基
官寨小学四年级学生彭艳伦的父亲于2017年7月2日车祸不幸离

金会捐资助建了一个全新的规范化的“阳光少年之家”，同时对学校食堂进行了改造。购买了全新的食堂

世，父亲所欠下的债务无力偿还，母亲被迫外出打工，挣钱还
债，孩子一直由二叔一家照顾

用品炊事用具、体育活动器材、办公用品、电脑、图书架，一位专程从北京赶来的龙基会爱心志愿者为阳
光少年之家捐赠了一个图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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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基会的爱心志愿者为阳光少年之家捐赠了一个图书角

龙基会还捐款对学校食堂进行了改造。购买了全新的食堂用品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留守儿童的家庭生活现状，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一行在学校及当地政府
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冒着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雨，实地走访了两户留守儿童家庭。首先来到
的是官寨小学三年级学生潘笑乙家，2013 年，小笑乙的父亲双目失明，母亲离家出走，姊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问题，家庭、社会、学校、政府四方面都应当施以教育和影响，为孩子真正
地创建一个有利的成长环境

农村留守儿童在我国是一个人数超过 2300 万的庞大群体，而且数量还在逐渐增加。成长
过程中父母关怀的缺位，给留守儿童的心灵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妹五个和父亲相依为命。2017 年 1 月 1 日，父亲去世，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以后，

“阳光少年之家”的基本功能就是让学校及时了解掌握留守学生的基本情况，积极帮助留

五姊妹就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告别乖巧伶俐的潘笑乙，大家又探访了官寨小学四

守学生在学习、生活、思想、心理健康、情感交流上得到关怀与帮扶。对于尤其应当重点

年级学生彭艳伦， 2017 年 7 月 2 日，小艳伦的父亲车祸不幸离世，父亲所欠下的债务无

关注的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问题，家庭、社会、学校、政府四方面都应当施以教育和影响，

力偿还，母亲被迫外出打工，挣钱还债，孩子一直由二叔一家照顾。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

为孩子真正地创建一个有利的成长环境，使留守儿童不再受到不良行为的影响，树立正确

的志愿者们为潘笑乙和彭艳伦带来了精心挑选购买的文体用品，并为两家赠送了粮油等急

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从而健康快乐地学习与成长，真正地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贡

需的生活用品。

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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