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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击 艾 滋 病 的 最 新 武 器

中国日报整版报道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在云南凉山州推进

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上取得的重要成果。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09-02/19/con

tent_7490110.htm

19/02/2009

在国际艾滋病日会议上会晤温家宝总理

10 位杰出艾滋病专家，包括迈克尔·海尔曼，受邀出席

建言。

http://news.sina.com.cn/c/p/2009-12-01/192819167

098.shtml

01/12/2009

中国卫生部颁发的奖状

迈克尔·海尔曼代表互满爱人与人中国，获得“中国艾滋

病防治国际合作突出贡献荣誉奖”。互满爱所开展的艾滋

病家庭快速检测试点项目， 以及协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的全球基金项目申请等工作成就获得了卫生部的认

可。

2011 年 10 月 31 日接受彭丽媛和陈竺颁发的卫生部

“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突出贡献荣誉奖”。

31/10/2011

云南彩云奖

迈克尔·海尔曼荣获“云南省彩云奖” ，该奖励认可互

满爱人与人中国为云南省的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所做出的

贡献 。

2012 年 4 月 26 日接受李纪恒省长授予云南彩云奖。

26/04/2012



天津电视台国际频道 《泊客中国》栏目

第一集 27.01.201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yOTYxMDY4.html?f=4384827&o=0

第二集 03.02.201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yOTc1Mzgw.html?f=4384827&o=0

第三集 22.02.201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3MjAzNzQw.html?f=4384827&o=0

27/01/2013

搜狐公益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及十余家公益机构携手搜狐公益频道，共同启动了“乡村

幼儿园计划”。

http://gongyi.sohu.com/s2013/xcyeyjh/index.shtml

08/08/2013

CCTV1 大型公益益智节目《为了你》直播"未来希望幼儿班镇康项目"

01/09/2013



在“中国因你更美丽”《泊客中国》2013 盛典获奖

2013 年 11 月 8 日，在北京水立方举行的由天津广播电视

台、香港凤凰卫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主办的

“中国因你更美丽”《泊客中国》2013 盛典上，互满爱人与

人驻华代表迈克尔·海尔曼先生作为 10 位领奖人之一，代表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第一个上台领奖。他被称为新时代愚公，中

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院士和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

先生为迈克尔·海尔曼先生颁奖。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wMzY2ODU2.html?f=51

87960&o=0

08/11/2013

昆明春城晚报-《慈善愚公 迈克尔·海尔曼》

昆明春城晚报刊发共 3 个版面的对互满爱人与人驻华代表迈

克尔·海尔曼的深度人物采访。

http://picture.yunnan.cn/html/2013-11/29/content_297

7562.htm

29/11/2013

CCTV12 大型公益节目《社区英雄 》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151328748/e614f810c2e

c4115a34d566d81cb44b8

02/02/2014

云南信息报发表推广 TCE 模式增强对 HIV 的防控

国际志愿者迈克尔•海尔曼为云南防艾提建议：预防艾滋病，

要让人们主动检测。

http://www.ynxxb.com/content/2014-11/29/N15488956142

29/11/2014



新华网采访互满爱人与人驻华代表谈社会创新

迈克尔•海尔曼：创新是一种工具 创新是一种态度。

2014 年 12 月 05 日 09:22:43 来源： 新华科技

http://news.cn/tech/zt/2014gycx/index.htm

05/12/2014

四川电视台

四川电视台访问了互满爱在拉波佐村的布拖县凉山彝族

自治州的“一村一幼“政策下新开办的幼儿班，旨在为所

有农村彝族儿童提供通过社区指导员运行的农村学前幼

儿班。互满爱在布拖县开办了 21 个未来希望幼儿班，目

前都作为”一村一幼“政策下的模式运行。项目在 2016 年

11 月 6 日的省晚间新闻头条 “扶贫在前线”节目上播

出。

27/10/2015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瑞士）云南办公室执行的

“布拖县社区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荣获 5 个优秀少年

儿童公益项目“优秀童缘资助项目执行机构”称号。中华

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为项目资助了人民币 200,000

元。项目为 276 个彝族儿童提供了 1 年的学前教育，是

互满爱人与人在布拖县持续支持学前教育的起点。

07/01/2015

四川电视台和“仁孚奔驰 E 爱之名”车主爱心自驾团队拜访

四川电视台和“仁孚奔驰 E 爱之名”凉山州布拖县 E 级车主爱心自驾团队探访了互满爱在波浪的幼儿班。

27/10/2016



好公益平台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被中国好

公益平台评为首批 22 个品牌公益项目之一。中国好

公益平台是中国第一个将优质公益产品与社会需求

进行有效对接的平台，将通过整合各界资源，加速公

益项目产品化和公益产品规模化，高效、精准、大规

模地解决社会问题。中国好公益平台致力于实现三大

目标，一是促进针对真实社会需求的公益产品的规模

化;二是提升民间公益组织的专业化水平，促进其可

持续发展;三是夯实公益信任体系，成为公众寻找可

信赖公益产品的窗口。

http://hgy.naradafoundation.org/Home/List/co

ntent/sid/29.html

23/11/2016

四川电视台

四川电视台在其晚间新闻栏目介绍了互满爱人与人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http://show.sctv.com/scxw/201611/t20161113_3132491.shtml

13/11/2016

互满爱人与人受邀参加首届云南农村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

11-12/01/2017

第五届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

互满爱人与人驻华代表迈克尔•海尔曼受邀参加由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第五届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际

研讨会—儿童早期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介绍

互满爱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的模式和经验。

28/10/2016



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瑞士)云南代表处获得

云南省公安厅 颁发的登本证书。

29/03/2017

中欧商学院 2016-1 班

互满爱驻华代表迈克尔•海尔曼受中欧商学院 2016-1 班的邀请，

为其慈善委员会介绍了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其中一个班级选择

给予龙陵县幼儿班四年的支持。他们将提供资金和技术专长支持。

20/05/2017

创新奖

百特医疗凭借“凉山彝族儿童卫生健康项目”获得上海美

国商会 2017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奖“创新奖”荣誉提名奖。

11/05/2017

互满爱人与人“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亮相中国好公益平台

互满爱驻华代表迈克尔•海尔曼以及其他 9 家机构分别对自

己的项目做了 8 分钟的介绍。

09/05/2017

第二届“5.16”幼儿心理健康日学术研讨会

第二届“5.16”幼儿心理健康日学术研讨会在西南大学

举行。互满爱人与人驻华代表迈克尔•海尔曼应邀参与了

此次研讨会，与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围绕幼儿心理发展

及引导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16/05/2017



行动者联盟 2017 公益盛典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迈克尔•海尔曼荣膺行动者联盟 2017

公益盛典年度十大公益人物奖。

26/12/2017

2017 年 9 月 7 日，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瑞士)四

川代表处在四川省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登本注册成功。

07/09/2017

中国常春藤俱乐部幼儿教育

由 300 名上幼儿园园长组成的“中国常春藤俱乐部幼儿教

育”开设了他们的清华商学院。互满爱驻华代表迈克尔•
海尔曼受邀参加了此次仪式。该俱乐部希望将互满爱未来

希望幼儿班项目与俱乐部成员联系起来，并为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和技术支持。第一个 CICP 幼儿园于 2017 年 11

月访问了蕲春，提供了运动设备和培训。

25/09/2017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等拜访项目地

2017 年 6 月 26-28 日，希望工程创始人、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徐永光，和新湖集团监事长叶正猛、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副理事长秦国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部官

员解美玲、云南省魏少年发展基金会原理事长沈光鑫、

云南省魏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倪志伟、云南魏基会幸

福时光项目发起人孟东锋、云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秘书长张朝义等，前往云南西部边境美丽的西盟佤族自

治县实地拜访互满爱在西盟县的“小太阳”幼儿班项目

（由黄奕聪慈善基金会和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资

助），陪同拜访团队的有黄奕聪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苏蔷

华, 互满爱人与人驻华代表迈克尔•海尔、互满爱人与人

项目总监霍思瑞、互满爱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经理李建

才、西盟县教育局成教股长徐敏和互满爱未来希望幼儿

班当地项目团队。

27/06/2017



在成都举行的“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高流行区（凉山州）

HIV 扩大检测和综合服务项目数据分析报告修订会”上，

介绍了互满爱人与人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模式，得到了积

极的评价。

29/3/2018

在由凉山州教育基金会主办的 2017 年度布拖县公益助学

项目监管总结会介绍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29/01/2018

在第五届杭州“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上介绍互满爱未来

希望幼儿班项目模式

06/01/2018

复旦大学校友会

复旦大学校友会副会长李西蒙与互满爱人与人中国迈克尔

•海尔曼，受邀参加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年会暨复旦魏年同

学会迎新年会，同时，校友们也为我们的公益项目 REED 乡

村儿童早期发展专项基金献出了自己的爱心！

5/01/2018



中国发展简报编辑Gabriel Corsetti对互满爱人与人国际

运动联合会（瑞士）云南代表处首席代表迈克尔•海尔曼的

采访报道。

中文网站链接：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2164

6.html

英文网站链接：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cn/articles/brid

ging-gaps-inchina-an-interview-with-michael-herma

nn/

08/06/2018

由 14 名来自凉山艾滋病办公室、妇幼保健、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和相关专家组成的代表团拜访了互满爱昆明办公

室，通过 1 天研讨会探讨了互满爱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模

式和技术的潜力，来支持减少在凉山地区母婴传播。

29/05/2018

2018 年 3 月 28 日，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瑞士)

重庆代表处在重庆市公安局成功登本。

2018 年 4 月 23 日，机构首席代表迈克尔.海尔曼先生亲赴

重庆，领取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颁发的证

书，对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专业高效的服务给予了感谢和

肯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代表表示今后将加强与互满

爱的交流合作，继续致力于服务

和推动重庆公益事业的发展。

23/04/2018

凉山州教育局副局长汤永斌先生在 2018 亚洲幼教年会开

幕式上介绍了互满爱对于国家推行的“一村一幼”政策的

支持和推动。

13/04/2018



德国一家主流报社“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发表

了一篇关于互满爱未来希望幼儿班龙陵项目的报道。互满爱是

云南省首家被许可将西方本者带入到项目现场进行访问的。

19/11/201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频道采访了首席代表迈克尔.海尔曼先

生，在一个讲述外国人居住在中国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的专栏

“我的中国故事”分 2 次播出迈克尔.海尔曼的中国故事，介

绍了互满爱在中国西南部贫困地区开展的社会发展工作，播出

时长 30 分钟。

30/01 & 21/02 2019

由于与云南教育部门有着密切合作的缘故，互满爱作为唯一

的非政府组织受邀参加了 2018 年云南省“一村一幼”工作推

进现场会议，云南 129 个县级教育部门和 6 个州级教育

部门也参与了此次会议。

23-24/10/2018

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瑞士）云南代表处首席代

表迈克尔·海尔曼受邀参加了在上海市政府宾馆 举行的

“世界公益慈善论坛”，会上，他分享了互满爱在中国的

扶贫政策上的经验。

05/09/2018

凤凰公益网对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瑞士）云南

代表处首席代表迈克尔·海尔曼做了采访报道：“慈善愚

公”迈克尔的公益二十年。

https://mp.weixin.qq.com/s/8jfUar78Ejm3YNjEk1A1cA

27/07/2018



2019 年学前教育发展知识分享国际研讨会

霍思瑞女士向来自 15 个国家的 75 名代表们介绍了未来

希望幼儿版模式并分享了运行农村学前教育的经验和收

获。

25/09/2019

阿里巴巴 2019 年云栖大会

未来希望幼儿班教师杨晓琴，她的学生、也是她的女儿李

魏洁，互满爱项目经理罗如宏、互满爱首席代表 Michael

Hermann 受邀参与了此次盛会，会上，向参会的非营利组

织代表，IT 界研发人员、媒体等 200 多位来宾们介绍了

镇康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并讲解了由阿里巴巴志愿者“爱

心极客”王俊杰先生开发 POF 项目 APP 的研发过程、主

要功能、使用现状。

25/09/2019

首席代表迈克尔.海尔曼荣获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

理学院“名誉教授”聘书，这是对迈克尔.海尔曼先生和互

满爱长期致力于社会工作及其贡献的认可。

12/04/2019
国际公益学院，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私立公益机构，评选了 12 个最

佳的中国教育公益项目作为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和国际教育

政策研究与咨询组织 NORRAG 合作研究的项目案例，互满爱的“未

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获此殊荣

24/05/2019



凤凰网行动者联盟 2019 公益盛典

迈克尔·海尔曼在 15 分钟的演讲中，为大家分享了

他作为国际志愿者为什么来到中国，如何投身于中国

公益事业。

08/12/2019

第六届“西湖论善”论坛

迈克尔·海尔曼受中国全球慈善协会的邀请，在 “加

快长三角影响力建设，促进区域慈善高质量发展”的

圆桌对话上分享了互满爱的项目经验并提出建议如何

发展公共福利。

12/11/2019

中国发展简报第四届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与共进研讨会

迈克尔·海尔曼主持了小组讨论会，引导大家讨论了如何处理好与业务主管单位关系的机会、挑战及实践经验。

11/11/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