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贴士

“90后”迈入“责任时代” 成阳光助教新主力
———东风日产阳光助教首次联动大学生 开展为期一周助教之旅

2014 年 11 月，来自云南高校和
贵州高校的 18名 90后大学生，成为
了东风日产“阳光关爱·助教未来”
山区助教之旅的主角。 在为期一周
的助教过程中， 由这 18名大学生所
组成的爱心助教团，分赴到云南和贵
州贫困山区的 6 所小学中， 为超过
3500 名孩子开展 “成长辅导课” 。
他们用自己的爱心， 体会助学的责
任，以 90后独有的激情与活力，传承
爱心助学的意义与感动。 这也是继
川西、荆楚、宁夏三站爱心活动后，东
风日产“阳光关爱·助教未来” 再一
次踏进了西部山区。

东风日产副总经理任勇表示，90
后作为充满阳光活力的年轻一代，为
公益理念和实践带来了全新的视野。
今年， 首次大规模地从高校中甄选
90 后大学生志愿者， 就是希望借助
高校大学生的示范，吸引更多年轻人
的参与。

关爱年轻化，90 后为山区孩子
当起“造梦者”

“第一天踏进教室，就开始引导
孩子们说梦想， 但我没有想到，‘我
想每天能见到爸爸妈妈’ 竟是一个
梦想。 ” 从小就在父母呵护下成长的
李先地难以置信地说。 在这里，几乎
每个孩子的父母，因各种原因，常年
不在身边，父母的陪伴已是一件很奢
侈的事。

在李先地所带的班里，六年级的
崔荣杰让她印象格外深刻。 上课的
第一天，这位小姑娘就轻轻地把李先
地拉到身旁，认真地告诉这位“新老
师” 自己心底里的梦想，“我想给妈
妈治病。 ” 原来，崔荣杰的母亲常年
被精神与情绪疾病困扰，父亲长期工

作在外，无法贴身照料。 ” 妈妈病情
发作的时候，会乱摔东西，但我不能
离开，因为怕她受伤。 “小姑娘话音
未落，李先地已经心疼得梗咽，原来
生活已赤裸裸地让孩子清楚自己想
要什么。 李先地感慨道，“孩子需要
理解更甚于安慰，能够被信任与分享
算是我这次旅程的最大收获。 ”

对这里的孩子来说，家，就是梦
想。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有
敢去想的力量。“来自云南大学的张
宁俽有些心痛。 环境受限，对孩子们
来说，看外面世界的窗口太窄太少，
愿望的形成只源于脚下生活的平淡
与匮乏。 ” 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但我仍希望我们可以多去关注这些
留守的孩子们，这次的助教，让我们
再次关注了他们心底里那最真挚的
梦想。 “

正如寻甸县麦场小学的校长表
示，“以前，总觉得 90 后孩子都以自

我为中心，但这次的助教让我看到，
他们懂分享，会体谅，有创意，敢担
当。如果给 90后更多的空间，他们会
释放出更惊人的爱心能量。 ”

50000多公里爱心感动，用心搭
建爱心平台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在基础教
育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农村教
师比例与城镇教师比例严重失调。
2014 年是“十二五” 的关键时刻，加
快教育体制改革，关注孩子们的学习
成长， 成为了重中之重。 早在 2009
年，东风日产就积极开展“阳光关爱·
助教未来” 阳光教师培训行动，持续
深入教育贫瘠地区，将教育的关爱落
到实处，切身关注孩子们快乐成长。

今年，“阳光关爱·助教未来”已
步入第五个年头。 5 年来，东风日产
的爱心足迹已遍布 10 个省份，15 个
站点， 爱心里程累计突破 50,000 多
公里。 借助阳光关爱公益大平台，东

风日产持续联动 550 万车主，1600
多家专营店，为山区的孩子们共同出
力。 目前，已有逾 80万师生受惠。

同时，东风日产还联同区域、经
销商以及 1700 多家专营店发起“圆
梦计划” ，通过搜集捐赠学校学生的
“梦想” ，让社会爱心人士进行“一
对一” 爱心“圆梦” 。 根据目前官方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短短数周，就有
近 2000位车主踊跃参与活动， 为山
区的孩子们插上了希望之翼。

“百川汇流方成江河，众志成城
可移泰山” ，为了让更多爱心力量汇
聚到公益大平台，一同“共促公益” ，
这次的阳光助教公益行，东风日产阳
光关爱基金会首次联合数十所高校，
从中选拔大学生志愿者，一同深入山
区，与孩子们一同生活、学习。 他们
从孩子们最朴实的想法出发，引导并
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深化帮扶效果。
这不仅给予了大学生和山区孩子们
一次学习与成长机会，更是东风日产
将自身公益理念，延伸与扩大践行阳
光关爱群体的体现。

正如任勇所说，做公益，就要从
最平实的想法出发。 此时， 此地，此
身， 力所能及地帮扶有需要的孩子，
并借助阳光关爱公益大平台，不断注
入新动力，并以最质朴的方式感染更
多的人， 自觉加入我们的行列中，让
做公益成为习惯，这样，东风日产才
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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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移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将决出前10强项目 有望获得风投青睐

园区“网速”吸引更多企业落地

12月7日， 湖南移动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已进入了决赛阶段，20日前决出的
10强项目有望获得风投孵化落地。站在产
业的“风口”，风来了，连猪都会飞。这一形
象比喻，眼下已在互联网领域再次得到印
证，湖南的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项目正
在迎来发展的“神话”。

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召
开新闻通气会，通报了全省加速推进新型
工业化十大亮点，其中“移动互联网集聚
区带动产业高速发展”就被列入亮点之一，
显然， 移动互联网已然成为我省经济新的
驱动力。

移动互联网大赛收官在即

今后， 收发多个包裹查询物流无需一
个个点击商品链接查询， 只需在一个APP
上就可以批量查询。目前该应用已在长沙
数家快递企业中小范围内试运营，如果运
营体验良好， 这个APP将有望获得风投在
全城甚至全国复制落地。

这还只是湖南移动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上的一个项目。目前大赛已有
20个项目入围总决赛。

大赛承办方极客营长沙华瑞培训学
校校长周蔚介绍，此次参赛项目涉及到各
行各业，如快递、户外活动、足浴休闲、电子
商务、智慧校园等，目前都以应用的模式投
入市场进行试运营，到12月20日，将根据
市场接受程度等各方面考核标准决出前
10强。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透露，进入前10强的团队
将可以获得风投、市场运
营、 团队危机处理等培
训，同时在12月30日举行
的企业、 风投“双选会”
上，前20强选手均有机会
与企业、风投公司现场签
约。

上周五，湖南电商创
业孵化项目路演在省电
子商务协会举行，智能餐
馆连锁、 药博士平台融
资、人车生活互动电商平
台等8个项目进行了路
演，此外还有几十个项目
将进行分批路演。

省电子商务协会会
长张新亮透露，经过几重
筛选最终会选出部分优
秀的项目，不仅可以免费
入驻中部智谷产业园，还
能获得资金筹集、咨询服
务等优惠待遇。今后省电
子商务协会将每个星期
举办一小场、每月一大场
的项目申报和对接会。只
要有好的电子商务、移动
互联网项目就可以报名
申请政策扶持。

■记者 杨田风

看起来只是一场大学生
的创新创业大赛、 或一场小
型对接会， 但它们折射出来
的却是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
发展的红火态势。

在长沙高新区中电软件
园大楼一楼，“IT一族” 一边
在工作间隙品尝一杯“云咖
啡”，一边与同事分享脑子里
蹦出的新创意。不经意间，旁
边坐着的某位业内大佬，可
能就此看中你的想法， 将其
变成现实。“也许一杯咖啡可
以带来一个产业。”谈及为企
业员工设置的咖啡休息区，
长沙中电软件园总经理夏利
锋如此介绍。

2011年开园的中电软件

园，目前聚集了80多家移动互
联网企业，园区移动互联网产
业总人数约1000人，平台交易
总额80亿元。今年以来，中兴
通讯、天冠、游族网络、易通星
云等企业，交通部大数据中心
等项目，相继落户园区。

“今年长沙高新区以‘互
联网速度’加快招商引资，平
均每天引进1家移动互联网
企业。”长沙高新区信息产业
园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
任肖勇军表示。1月-10月，
长沙高新区共引进移动互联
网企业340家， 注册资本总
额22.987亿元， 成为汇聚湖
南省80%以上移动互联网企
业的产业集聚地。

高新区
1、在移动互联网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方面， 除了高新
区财政连续五年每年安排1
亿元，省级财政还每年安排2
亿元。

2、对外引进移动互联网
领域高端人才以及培育高新
区内现有的移动互联网领域
人才，给予长达5年的免费周
转住房、40%的购房补贴、现
金奖励等优惠政策。

3、补贴房租费用，按500
平方米的房租面积计算，每
年房租费用为30万元，连续3
年免房租30万元*3年=90万
元。

经开区
1、租金补贴。在经开区

范围内租用办公场地的电子
商务企业， 前三年每年按租
金的30%给予补贴。

2、购买场地补贴。对在
经开区范围内购买办公场地
且自主持续经营的电子商务
企业， 给予实际购买价格
10%的补贴。

3、专项资金及融资支持。
4、总部经济支持。在经

开区成立集团总部或区域性
总部，可享受补贴奖励，最高
不超过100万元。

前20强项目
有机会现场签约

互联网企业加速在湘落地

背景

各园区部分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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