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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沙漠夏令营助青少年认识环境危机
� � 今年暑假，来自 7 个国家的
76 名青少年在中国库布其沙漠
的夏令营中学习了环境知识，并
了解了生态友好型的生活方式。
据了解，这项一年一度的夏令营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亿利公
益基金会联合主办， 主办方表
示：“夏令营的目的是让下一代
人充分了解地球上有限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方式。 ”

今年 7 月至 8 月间，来自美
国、英国、加拿大、法国与中国等
国家的营员们在库布其沙漠共
度了两周多的时间。 据悉，“2016
青少年环境夏令营”聚焦于联合
国倡导的与环境有关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包括可持续消
费和生产、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
等。 通过一系列环境实践活动，
营员们了解到消费习惯的改变
为何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至关重要，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如何能够助力那些生活在生
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过上富
裕的生活。

营员们表示，此次经历改变
了他们对环境的态度，他们将在
社交媒体和网站上与同伴分享
他们学到的知识。 他们也备受鼓
舞， 开始组建自己的小团队，让
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提高环保
意识的活动中去。

12 岁的郭胤桐就读于一所
英国学校，他长大以后想成为一
名能源专家，并把人生目标确立

为“保障穷人也有机会享有支付
得起的可持续绿色能源”。 郭胤
桐说：“我对沙漠的第一印象就
是黄沙遍地。 ”然而在夏令营期
间，他被沙漠里大规模的太阳能
电池板深深震撼。 他说：“科学和
高科技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
生活，尤其是给生活在贫困地区
的人们。 ”

来自北京的刘旭豪流动地
回忆道：“我为我所学到的知识
和收获的经历感到无比自豪。 此
次沙漠之行最艰难的部分就是
徒步穿沙 5 公里，而每个人的水
却不足 550 毫升。 风中的沙粒拍
打在我们的脸上和头发上，我从
来没有过这么糟糕的感觉，口干
舌燥、精疲力竭。 我们相互支持，
将同伴从沙丘和沙子中拉出来，
并且彼此分享极为稀缺的水资
源，最终我们穿沙成功！ ”

意识了到荒漠化严重性的
刘旭豪表示：“我们需要采取行
动来恢复当地的生态系统。 ”他
将指导自己植树的当地治沙工
人张喜旺作为典范来解释人们
在防治荒漠化道路上付出的不
懈努力。

营员们在张喜旺的指导下，
两两组队合作植树。“在沙漠里
植树非常困难，我和我的伙伴花
了大约 20 分钟才在流沙中挖了
一个足够大的坑。 ”刘旭豪说。然
而，亿利资源集团已经带领“张
喜旺”们在当地治沙绿化超过 28

年，绿化沙漠 6000 平方千米。 仅
张喜旺的民工联队造林面积就
从最初的一棵树增加到现在的 2
万亩森林。

张喜旺的名字“喜旺”发音
跟汉语的“希望”一致，他本人也
给当地人带来了改善环境的希
望。 同时，通过提高青少年的环
保意识，他也培养了年轻一代人
改善环境的希望。 窦瑞是夏令营
的组织者之一， 在植树结束时，
他指着树苗和这些小营员们，告
诉张喜旺：“你说你想看到一线
希望，而希望就在那里。 ”

“所有人都想改变世界，但

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 ”郭胤桐
说，“为了改善地球环境，我们需
要改变自己，现在就是我们每个
人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

来自上海的 12 岁营员赵云
柯说：“我相信， 当人们意识到
地球所面临的危险时， 他们会
做好准备来承担他们的环保责
任。 ”他还说：“我们可以从小事
做起，培养绿色生活的习惯，减
少一次性制品的使用， 加大循
环利用，节约电能等，这些微小
之事汇聚一起， 将会发挥巨大
的作用。 ”

（管乐欣）

链接>>>
“联合国环境署全球环境展

望(UNEP GEO)青少年环境夏令
营” 旨在让青少年了解环境现
状 、 解释问题原因并探讨解决
方案 。 自 2014 年起 ，该夏令营
在内蒙古自治区库布其沙漠每
年举办一次 ， 通过沙漠中举办
环境课堂和实地考察 ， 向青少
年提供有关沙漠生态系统的亲
身经历和知识 ， 并鼓励他们培
养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 截至目
前 ，已经有来自 7 个国家的 200
名 9 至 16 岁的青 少 年 参与 了
该夏令营 。

76 名营员在库布齐沙漠中寻找到为环境改善做努力而带来的快乐

2016年 10月 26日， 在云南
丽江的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拉市镇
海南完小， 孩子们穿着纳西族服
装在小雨中跳起了欢快的纳西族
舞蹈，欢迎“零钱电影院”的开放。

惠及 15 万儿童

这是华谊兄弟公益基金在
这里捐建的第 100 所“零钱电影
院”。“零钱电影院”是华谊兄弟
公益基金最重要的项目之一，第
100 所零钱电影院的落成， 是华
谊兄弟公益基金五周年的重要
时刻。 五年来，“零钱电影院”已
走过北京、上海、广州、河南、云
南、青海等全国多个省市，惠及
儿童近 15 万名。

“零钱电影院”不仅播放适
合孩子们看的电影，同时也是孩
子们上多媒体课、美术课等的场
所。“零钱电影院”的存在，极大
地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云南省政府领导代表，华谊
兄弟副董事长、CEO 王中磊出席
了捐赠仪式，共同开启孩子们光
影世界的大门。 据了解，华谊兄
弟董事长王中军曾先后多次通
过义卖画作为华谊兄弟公益基
金筹款， 并将所得善款全部捐
赠，用艺术的力量为孩子们创造
属于他们的精神世界。

王中磊表示，在过去的 5 年
里，华谊兄弟公益基金也一直在
思考，如何才能给孩子们带来更
多的快乐和更长远的积极影响，
答案就是“创造力公益”。 区别于
传统公益简单直接的物质馈赠
形式，“创造力公益”是一种不断
创新、可持续的公益模式，更注
重于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塑造精神世界

事实上，“创造力公益”是华
谊兄弟公益基金的品牌内涵。 在
实践中，华谊兄弟公益基金为儿
童带来的不只是好电影，还为他
们搭建了一个可尽情发挥创造力
的艺术空间。华谊兄弟公益基金希
望以此为沃土，让更多的儿童全面
认识世界，从而更
有勇气追逐梦想，
创造未来无限可
能。 同时，创造力
的培养将是未来
中国教育的一大
重点，华谊兄弟公
益基金“创造力
公益”的新理念，
也正与这一教育
趋势不谋而合。

华谊兄弟公
益基金还积极汇

聚影视资源， 以多种方式实践善
举，聚点滴小爱为大爱。例如筹备
制作关注弱势儿童的公益电影
《有一天》，创办“融合教育”合唱
团———“有一天合唱团”， 积极投
身国际合作及灾后重建等等。

作为中国娱乐行业的领军
企业， 成立 22 年的华谊兄弟一
直关注创造力， 尊重且敬畏内
容，也因此凝聚了众多精品内容
的创造者及人才，致力于为观众
创造更多品质与态度并存的影
视作品，“创造力公益”正是对华
谊兄弟企业基因的延续。“华谊
兄弟公益基金将继续以‘创造力
公益’为主导，用愈加饱满的姿
态延续慈善力量，为更多孩子的
美好人生贡献己力。 ”王中磊说。

（徐辉）

2016 年 10 月 26 日，天弘
基金“青春独立宣言，从理财
开始”大型财商教育公益项目
北京宣讲会在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举办，活动围绕“如何合
理规划有限资金来掌舵自己
未来”展开。 天弘基金互联网
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张牡霞、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创始
人兼理事长王胜、益普索集团
中国区总经理张晓兴和作家、
心理咨询师、人气博主斑马出
席了此次宣讲会。

天弘基金自 9 月 8 日启
动“青春独立宣言，从理财开
始”大型财商教育公益项目以
来，持续为大学生群体提供理
财知识， 陪伴大学生成长，影
响力持续深入。

参与该项目的人气博主
斑马，在“梦想大使”投票中获
胜。 会上，她将其所获得的十
万元天弘基金公益梦想金，全
部捐赠给百特教育用于支持
财商教育课程。

据悉，与百特教育达成战
略合作之后，天弘基金还携手
益普索集团打造了针对 95 后
大学生及年轻人群的消费、理
财行为研究报告。 调查分析发
现，年轻人的理财意识在不断
加深，伴随而来对理财相关知

识的渴求也逐步提升。 天弘基
金互联网金融业务部副总经
理张牡霞表示：“作为一家金
融机构，天弘基金希望发挥自
身专业、资源优势，将财商教
育带入校园，让大学生通过校
园理财提升自制力、 规划力、
风险控制能力并锻炼心理素
质，最终独立成长，这也是‘青
春独立宣言， 从理财开始’公
益项目的初衷。 ”

天弘基金品牌管理部总
经理徐楠说：“天弘基金后续
除了‘青春独立宣言，从理财
开始’等针对年轻人的开学季
活动， 还会有财商课程的开
展，可能还会有毕业季、兼职
季等应对学生不同需求定制
开发的相关活动。 当然，希望
来自社会各界的更多合作伙
伴一同推广财商教育。 ”

作为行业领先的基金管
理公司，天弘基金近年来持续
关注大学生财商教育。“青春
独立宣言，从理财开始”项目
不仅让社会大众更深入地了
解了财商教育对大学生独立
成长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吸引
了社会力量加入其中，共同关
注和推广大学生的财商教育，
这种公益模式，也将有助于财
商教育的持续传播。 （张慧婧）

100所“零钱电影院”落成
华谊兄弟公益基金践行创造力公益

孩子们在第 100 所“零钱电影院”门前

天弘基金携手益普索
调研大学生财商教育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