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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教育公益资源投入多样化
华通热力捐助物资

5 月 31 日在北京平谷区夏
各庄小学举行的“爱心飞扬 华
通守护———北京华通热力公司
捐资助学活动”仪式上，华通热
力总裁王英俊表示：“今后公司
将继续以奉献社会、回报社会为
己任，尽管我们的能力还十分有
限， 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捐助，带
给同学们更多的社会关爱和关
注。 也希望同学们不要因为暂时
的困难， 而阻碍求知求学的脚
步。 ”

此次，华通热力将总计价值
20 余万元的电脑 30 台， 空调 5
台， 饮水机 10 台等物资捐助给
夏各庄小学。 夏各庄小学校长耿
殿春说：“感谢华通热力对我们
的关爱，使我们的学习条件有了
很大改善和提高，学生们一定刻
苦学习，为创造未来幸福美好的
生活努力，以回报华通热力对我
们的资助。 ”

少先队员代表向出席仪式
的领导和嘉宾们敬献红领巾，随
后向华通热力表示感谢，稚嫩的

话语道出全体学生们的心声：
“我们一定会健康成长， 也学会
了感恩、担当、回报，更加努力拼
搏进取，绝不辜负社会各界对我
们寄予的厚望， 让爱心飞扬，用
我们的行动传递四方。 ”

华通热力历经近 10 年的发
展，已经发展成为行业领先的高
科技能源服务类企业集团。 企业
以“成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
服务最好的城市供热运营服务
商”为愿景；并将公司使命定义
为： 打造绿色供热节能企业，营
造低碳和谐居住环境。 华通热力
一直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希
望以各种有意义的方式不断回
报社会。 华通热力将继续大力支
持教育事业，用爱心为所有的学
子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可口可乐开音乐课

“六一”儿童节前夕，受可口
可乐（中国）邀请，美国五大交响
乐团之一的费城交响乐团来到
天津蓟县可口可乐希望小学，为
这里 300 多名师生带来了一节
别开生面的快乐音乐课。 此次由

可口可乐（中国）赞助的来华巡
演，不仅在北京、天津、上海、广
州四大城市进行演出，乐团还走
进北京盲童学校和农民工子弟
学校进行演出和交流，天津蓟县
可口可乐希望小学是费城交响
乐团第一站。

课堂上，费城交响乐团的音
乐家们为孩子们展示了西方乐
器的魅力，孩子们在获得知识的
同时， 也受到高雅音乐的熏陶。
为表示感谢，孩子们为来宾表演
了竖笛演奏。 校长姜文记表示：
“此次费城交响乐团来我校交流
表演， 是我校历史上第一次，大
大开阔了孩子们视野。 ”

多年来，可口可乐一直致力
于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事
业，倡导快乐教学和注重学生的
全方位发展。 不仅为学校配备教
学楼，操场，宿舍，卫生等常规硬
件设施，可口可乐还专门为学校
增添音乐教室，美术教室，电脑
教室和体育设施等， 旨在打造
“可口可乐快乐希望家园”。

可口可乐大中华区公共事
务及传播部政府和社区事务总
监李玲平表示，“此次天津蓟县

可口可乐希望小学与费城交响
乐团的快乐课堂，是可口可乐实
践希望小学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可口可乐作为最早支持中
国希望工程的国际企业之一，自
1993 年至今已有近 20 年， 捐资
超过 1.5 亿人民币， 捐助希望小
学总数达到 115 所，超过 10 万名
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受益。

当当网捐书百万

5 月 30 日，河北省怀来县小
南辛堡镇定州营村中心校的孩子
们收到了一份“六一” 儿童节厚
礼———一万册课外书籍。至此，中
国宋庆龄基金会携手“当当网”发
起的“百万捐书计划”，拉开了向
全国 20所学校捐助图书的序幕。
主办方与通过微博征集来的北京
及河北的十位公益大使， 亲手将
一万本图书送到孩子们的手中。
同时， 定州营村中心校成为全国
首批 20 家“当当网科学阅读基
地”第一个挂牌的阅读基地。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基金部部
长唐九红表示：“‘百万捐书计划’

必将为渴求有好书读的广大学生
提供更多的阅读资源。 ”

“我们要把最好的图书给孩
子，捐赠的书籍都是一本一本挑选
出来的好书，希望能够影响贫困地
区学校孩子的人生观和命运。 ”“当
当网”副总裁、孕婴童事业部总经
理王悦表示，针对农村孩子课外读
物严重缺乏的现状，“当当网”作为
目前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书城，图
书品类已逾 79万种， 已为贫困地
区学校捐赠图书累计千万册。“当
当网”希望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一
道，通过“百万捐书计划”引起社会
关注， 引领企业和爱心人士参与，
带动更多的“微公益”个人加入“一
切为了孩子”的行动中。

为了让百万个买不起书的
孩子都有书读，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与当当网于 4 月 11 日至 6 月
30 日共同启动“百万捐书计划”，
根据用户成功捐赠书籍的总额
等额捐书，并承诺每所学校最少
受捐 1 万册图书，不足 1 万册的
部分由当当网补足。截至 5 月 28
日， 共接到爱心订单 872 笔，总
额 117305.31 元。

（吴燕辛 张晓芳）

� � 5 月 30 日，由世茂集团、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
利院、上海世茂佘山艾美酒店共
同举办的“手拉手 我们一起过
六一”世茂集团儿童节公益活动
暨员工志愿者命名仪式在世茂
佘山艾美酒店举行。

活动现场，为了让孩子们感
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和关爱，世茂
志愿者与福利院孩子组成“临时
家庭”结对子，共同完成酒店精
心准备的做蛋糕、捏泥人、绘画
等活动以及寓教于乐的游戏。

仪式上，世茂集团公共事务
部副总监金明新小姐揭开了全
新的世茂集团志愿者标识及口
号。 据悉，世茂志愿者队伍的新
昵称是世茂“三年 III 班”。“三”
与“III”组合成一个“世”字，寓意

世茂志愿者团队由一群如学生
般充满朝气的爱心人士组成，为
社会弱势群体带去快乐与活力。
世茂志愿者口号———“一点一滴
一世界”则寓意着世茂在社会公
益之路上将秉持聚沙成塔，滴水
穿石的精神， 以点滴汇成汪洋，
从小处改变世界。

世茂志愿者行动自 2008 年
汶川大地震启动至今已走过了
第四个年头。 四年来，志愿者的
队伍在不断地庞大， 志愿者活
动所涉及的内容和对象也日益
增多。 金明新小姐表示，今后世
茂志愿者将会在新的理念引领
下， 更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和服
务范围， 为尽到企业的社会责
任贡献力量。

（吴燕辛）

� “我曾经美丽过，但是患病
后由于长时间化疗，我对自己的
样子很没有自信， 不敢走出家
门，人也很自闭，现在我终于可
以继续美丽。 ”5 月 25 日在爱茉
莉太平洋集团（以下简称“爱茉
莉”）举办的“妆典生命”活动现
场，癌症患者黄女士看到自己化
妆后重获美丽的样子高兴地告
诉《公益时报》记者。

“妆典生命 ”（Make -up
Your Life） 活动是由爱茉莉针
对女性癌症患者发起的精神康
复关爱活动。“妆典生命”旨在
通过提供专业的美容顾问指
导， 帮助因罹患癌症而在康复
期间外貌有所改变的女性朋友
运用妆容技巧重获美丽， 恢复

往昔的信心。
癌症恢复期的女性如何适

应治疗之后的生活并重返人群，
这一问题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与帮助，爱茉莉为此发起了“妆
典生命”活动。

爱茉莉是一家 1945 年成立
于韩国的美容化妆品企业，21
世纪初进入中国， 以旗下的兰
芝、雪花秀等品牌闻名。“妆典生
命” 活动最早于 2008 年在韩国
创办发起，至今已开展四年。 同
时，爱茉莉的员工作为活动志愿
者积极参与活动， 累计有 1900
多名员工作为志愿者参与到活
动中来， 在她们的帮助下，有
7500 多名女性癌症患者在活动
中受益。

爱茉莉于 2011 年 6 月和
10 月将“妆典生命”活动引入
中国。此次爱茉莉携手上海癌
症康复俱乐部以及粉红天使
基金， 共同推进“妆典生命”
活动。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中国区
总裁柳济天告诉记者， 与单方
面给予的公益活动不同，“妆典
生命” 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互
动性。“我们鼓励病友主动参与
到活动中来， 大家在一起以唱
歌、化妆等互动的形式，让一直
比较低沉抑郁的病友发现到自
身的变化， 并由此把这些变化
和快乐传递给家人和周围的
人。 ”

（王烨）

世茂集团儿童节公益活动举行
世茂志愿者公布口号：
“一点一滴一世界”

� � “手拉手 我们一起过六一”世茂集团儿童节公益活动现场魔
音组合与孩子们快乐互动

爱茉莉：公益活动要强调互动性

“妆典生命”活动现场，志愿者为病友讲授化妆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