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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是社会的最小细胞，
也是建设“和谐社区，美丽中国”
的基础，健康则是一个家庭获得
幸福的基础保障。 如今，快节奏
的生活、繁忙的工作、疾病等给
很多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困难和
烦恼。 为了呼吁和号召更多的家
庭“健康生活，快乐成长”，让健
康的生活理念深入社区、深入家
庭、深入老百姓心中，一场立足
社区、面向家庭、旨在将健康生
活理念深入老百姓心中的公益
活动———“3 好益健康，寻找百万
三好家庭”行动，在上海拉开了
帷幕。

5 月 28 日，百事公司旗下的
健康营养燕麦专家———桂格品
牌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指导下，
在上海启动“3 好益健康，寻找百
万三好家庭” 大型公益活动，计
划将在六月至八月期间，邀请来
自权威机构的营养专家，走入全
国九座城市的百余小区，向社区
民众传播健康营养知识。 中国社
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
蓬奇、百事大中华区首席市场官
李自强、百事大中华区食品高级
市场总监何勇等出席了启动会。
林志颖也作为桂格品牌全新代
言人现身，并获颁首个桂格“三
好家庭“称号。

有健康才有幸福

在不久前的“国际家庭日”
上发布的《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
数研究报告》显示，在感到“一般
及不幸福”的家庭中，15%的家庭
有成员罹患重大疾病，几乎是幸
福家庭的两倍之多； 而相反的，
在感到“非常幸福”的家庭中，足
有高达四分之三的家庭健康自

评为“好”或“很好“。
这表明：健康，是家庭幸福

的根基，而这也正是桂格品牌推
出此次公益活动的出发点。 作为
一个拥有 137 年历史的健康营
养品牌，桂格在新时代提出了一
个全新的健康家庭概念———“三
好家庭”。 它的衡量标准包括：
“良好的心态、健康的生活习惯、
平衡的膳食”，在中国传统“五好
家庭”的基础之上，又融入现代
社会全新的“健康”元素，旨在倡
导家庭在重视精神文明的同时，
也能同样注重对家庭健康的维
护。

据悉，此次“三好益健康，寻
找桂格百万三好家庭” 公益行
动， 将在三个月内， 在上海、广
州、深圳、北京、杭州、宁波、南
京、苏州、厦门九座城市的百余
小区内，通过邀请专家开设健康
讲座、派发健康知识手册等多种
形式，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
理念，帮助百万中国家庭树立全
新健康观。

品牌发展，责任先行

在启动仪式上， 中国社会
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
奇给予了此次活动较高的评
价。“桂格从家庭健康幸福的角
度出发，推出此次公益活动，呼
吁和号召社区百姓培养‘良好
的心态、健康的生活习惯、平衡
的膳食’， 对促进家庭健康和
睦、 社区和谐美丽具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 ”同时，他也对百事
公司桂格品牌表达了由衷的感
谢：“我们要感谢和鼓励像桂格
这样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关
注社区公益创新， 关注老百姓

生活质量的提升， 持续地推动
社会发展。 ”

“我们始终在思考，桂格能
为中国的家庭健康做些什么。 ”
百事大中华区首席市场官李自
强这样解释桂格推出“三好家
庭”的初衷。“在产品上，我们可
以不计成本地提高质量，为国人
提供健康燕麦产品； 但除此之
外，我们更努力提供最权威的膳
食建议和健康理念。 所以在过去
几年中，桂格发起了一系列市场
活动，传播健康理念，鼓励消费
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三好
家庭’就是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一
个全新尝试。 ”

在李自强的印象中，很多人

可能会觉得，保护一家老小的健
康是一件大工程。“大家都知道
这很重要， 却不知应该从何做
起。“桂格从健康角度出发所总
结出的‘三好家庭’概念，则是给
家庭健康制定了三个清晰的方
向：良好的心态、健康的生活习
惯、平衡的膳食。 只要做到这三
点， 你的家庭就会是健康快乐
的。 如果要落到更具体的标准
上，那么一个好家庭，需要做到
‘心脏好，肠道好，降胆固醇好’，
这些都是桂格燕麦可以为大家
助上一臂之力的。 ”

将桂格品牌一百余年来所
积累的健康营养经验，转化为推
动中国家庭健康的动力。 正是这
份企业责任感，促使桂格迈出这
一步， 以更丰富的活动形式，影
响更广范围的消费者，为建设和
谐社区、美丽中国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全能偶像，健康达人

本次发布会上的一大亮点，
无疑是集歌手、演员、赛车手、企
业家、父亲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明
星林志颖。 身为桂格全新品牌代
言人的他，在发布会上大方分享

自己的家庭健康经验，更亲手教
大家烹制健康燕麦早餐。 鉴于林
志颖一贯积极健康的形象，其家
庭也被授予首个桂格“三好家
庭”的称号。 在各个领域均获奖
无数的林志颖笑称，自己还是第
一次代表家庭领到奖项，一定会
好好珍惜，并将自己的健康正能
量带给更多人。

谈及如何在繁忙工作之余，
仍然可以保证自己的家庭幸福
美满，林志颖同样认为幸福的最
大基础源于健康。“我觉得最重
要的就是保持家庭健康。 要注意
合理的膳食，多吃粗粮，比如说
燕麦， 就可以保护全家人的身
体。 此外，要有乐观的生活态度，
多想些开心的事情，尽可能地多
和家人在一起，就能让全家人每
天都幸福。 ”

提及爱子， 林志颖满脸自
豪。 自诩为好爸爸的他，正在儿
子小小志身上延续着自己与父
亲之间的情谊。“在我小时候，爸
爸就经常用桂格燕麦为我准备
早餐，反复强调身体健康的重要
性。 而现在，我自己成为人父之
后，也保持了这个优良传统。 只
要我在家，每天都会为小小志准
备好健康营养的早餐。 ” （刘奇）

号召社区老百姓培养“良好的心态、健康的生活习惯、平衡的膳食”

桂格“寻找百万三好家庭”行动在沪启动

� � 1. 此次桂格品牌为何会选
择林志颖作为品牌代言人?

李自 强 ： 林志颖身兼歌
手、商人、赛车手、父亲等多种
角色，同时又充满着健康正能
量。 而恰好，桂格同样以传播
健康正能量为己任。 所以在我
眼中，他就是桂格的最佳代言
人。 此外，林志颖的成绩也绝
不局限于娱乐圈，而是拥有非
常广泛的受众群体，甚至不少
高端人士也是他的粉丝。 他的
影响力与公信力，在当下非常
难得。

2. 百事集团旗下品牌众
多 ， 桂格因其健康定位独树
一帜 ， 您又是如何解读桂格
力量的呢 ？

李自强 ：桂格是一个真正
关注中国家庭健康的品牌，并

希望通过一系列创意的市场
活动，不断传播健康理念。 未
来， 桂格将会不断推陈出新，
研发出更多适合中国家庭的
健康产品。 今天，在大多数消
费者的印象里，桂格可能还只
是一个燕麦品牌。 但未来，我
们希望它能成为真正的营养
健康旗舰品牌。

3. 听说您本人也很注重
生活健康质量 ， 作为公司高
管 ， 面对每天繁杂的工作和
巨大的压力 ， 您是如何调节
的 ？

李自强： 首先我一直坚持
运动健身， 运动能令我充满活
力。 此外，保持均衡饮食也很重
要，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当
然桂格燕麦也是每天我食谱中
必不可少的。 最后，最重要的还

是一个人的心态， 始终要以乐
观态度看待一切。

4.您如何理解健康家庭，您
认为桂格能在推动健康家庭方
面发挥哪些作用？

李自强：很多人会觉得，保
护一家老小的健康是一件大工
程。 大家都知道这很重要，却不
知应该从何做起。 桂格从健康
角度出发所总结出的“三好家
庭”概念，则是给家庭健康制定
了三个清晰的方向： 良好的心
态、健康的生活习惯、平衡的膳
食。 只要做到这三点，你的家庭
就会是健康快乐的。 如果要落
到更具体的标准上， 那么一个
好家庭，需要做到“心脏好，肠
道好，降胆固醇好”，这些都是
桂格燕麦可以为大家助上一臂
之力的。 （刘奇）

希望桂格的经验能转化为
推动中国家庭健康的动力
专访百事大中华区首席市场官李自强

林志颖在启动仪式上与小朋友互动

百事大中华区食品高级市场总监何勇（左）、林志颖、百事大中华区首席市场官李自强共同出席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