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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5专题

让旧城焕颜，让旧物新生

2017 欧莱雅“企业公民日”火热呈现
2017 年 6 月 16 日， 欧莱雅

中国“企业公民日”以“大家一起
公民担当”(We are all citizens)为
主题在上海市静安区北站街道
开展了“旧城焕颜，旧物新生”志
愿活动，以集体的力量塑造企业
践行社会责任的榜样。

“企业公民日”是欧莱雅集
团于 2009 年百年诞辰上发起的
全球公益盛事，每一年全球欧莱
雅员工利用一天的工作日时间，
以丰富多彩的志愿者活动回馈
当地社会。 七年间，欧莱雅中国

“企业公民日” 参与规模超过
7000 人次；开展了关爱农民工子
女，扶贫帮困，帮助残障人士，海
滩垃圾清理、捐步募款、植树造
林等形式多样的志愿者服务，累
计提供志愿服务超过 3.7 万个小
时；受益人数超过 3.2 万人。欧莱
雅通过让员工积极广泛参与并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特殊形式
树立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近日
的党代会上描绘了未来五年上
海的城市建设理念：“建筑是可
以阅读的， 街区是适合漫步的，
城市是有温度的。 ”借本届“企业
公民日”， 欧莱雅中国积极响应
政府号召， 集结超过千名员工，
协力为静安区北站街道老城区
粉刷美化街道墙面，为美化城市
做出看得见的贡献。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妇
女研究会副会长苏凤杰，上海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潘
敏，静安区区长陆晓栋，静安区

北站街道党工委书记程凯，欧莱
雅中国首席执行官斯铂涵等莅
临并见证了活动启动仪式。 来自
欧莱雅的员工、 上海志愿者协
会、北站社区志愿者、静安区闸
北第一中心小学的学生以及媒
体行业的共计 1000 余位志愿者
参与了此次活动。

欧莱雅中国首席执行官斯
铂涵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今年
是欧莱雅中国第八年举办‘企业
公民日’， 我很高兴看到年年增
加的欧莱雅员工参与者，也看到
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朋友们。 感谢
大家的参与和热情，‘企业公民
日’有你们而更精彩！ ”

北站街道党工委书记程凯
表示：“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企事
业单位，像欧莱雅一样愿意投身
社区公益事业，关注社区的建设
和美化， 与街道开展合作共建，
一起打造‘有温度’的社区。 ”

值得一提的是，时值入华 20
周年，欧莱雅于今年年初携手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了“欧莱
雅中国助力女性美丽绽放”专项
基金———创新公益项目评选，以
资助在教育、环保及可持续发展
领域支持女性发展的公益项目。
通过专家与大众评审， 共计 20
个公益项目从 350 个候选项目
中脱颖而出。 欧莱雅把决定前三
名奖项的权利交给了全体员工。
最终评出“特殊妈妈圆梦计划”
项目、“女大学生智创彝族手工
艺”项目和“村医之家妈妈的盼
望”项目分列前三，并借助本次
企业公民日启动仪式的契机隆

重揭晓了获奖名单。 国务院妇女
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原常务
副主任、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
苏凤杰对这一基金的设立表示
了高度肯定：“作为全球最大的
化妆品集团，欧莱雅不仅把美丽
带给了中国女性，并且始终关注
女性并全力以赴助推女性成长。
我们深感赞赏和认同， 在此，向
你们对中国女性公益事业的支
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

旧城焕颜，建设美丽城区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变
为中国人居主体环境的形势下，
静安区大力推进“美丽家园”“美
丽城区”建设步伐，本届“企业公
民日” 欧莱雅联合北站街道，合
作促公益，共建惠社区。 当天上
午，近千位欧莱雅员工化身“城
市艺术家”来到静安区北站街道
旧城区，清洁整理街道，用彩色
绘画装扮街道的墙面，将“美”传
递到社区， 让老城区焕然一新，
为建设美丽家园，美丽城区做出

贡献。

旧物新生，助力扶贫帮困

活动当天，欧莱雅在中国总
部及研发中心同步开展了“旧物
新生，将爱延续”活动，目标是收
集 1000 斤衣物、1000 件玩具和
1000 本书籍。这些物资将在今年
7 月由欧莱雅员工代表送达藏区
贫困家庭手中。 这一活动不仅带

动企业员工践行了公民责任，助
力扶贫帮困；更通过低碳环保的
回收善举，赐旧物以新生。

欧莱雅深信，“企业公民日”
不只是每年中的一天，更应该是
持续广泛的志愿者行动。“企业
公民日”已经成为欧莱雅人的光
荣传统， 欧莱雅希望通过该活
动，引领全社会积极参与，奉献
爱心，共同创造和谐社会的志愿
者行动新风尚。 （韩笑）

2017 年 6 月 12 日晚，由北
京爱迪学校举办的名为“与太
阳同行” 的公益音乐会在北京
保利剧院隆重举行， 近 500 位
爱迪师生以志愿者的形式参与
演出及幕后工作， 并将全部门
票及现场义卖收入 20 余万元
捐赠给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蒲公
英中学， 用于其新校舍的建设
及音乐教育的发展。

国际教育先行者的责任

目前，在北京有 50 多万流
动儿童跟随务工父母来京，他
们的家庭无法支持他们完成基
础教育。 北京大兴区的蒲公英
中学就是一所专门为农民工子
女创办的公益性质的中学，孩
子们一日三餐的伙食费只有 12
元，12 个人拥挤在一间 10 平米
左右的阴暗房间内， 夏天高温
难耐， 降温的设备只有挂在墙
上的小风扇。 眼下蒲公英中学
正面临搬迁， 新校舍因为资金
短缺未能如期完工， 需要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
爱迪学校作为国际教育的

先行者，18 年来一直致力于将
优质的教育资源提供给更多的
中国学生， 以国际化的平台和
资源支持教育公平的推进和发
展也是爱迪学校在践行的社会
责任。 为了支持蒲公英中学的
教育， 爱迪学校的师生们亲身
投入到蒲公英中学音乐教室的
修缮当中，并捐赠“爱迪音乐排
练厅”及音乐教室所需物品。 同
时， 在保利剧院举办的公益音
乐会也呼吁全社会关注流动儿
童教育。 在音乐会筹备的过程
中， 爱迪学校的学生们先后多
次来到蒲公英中学参与“与太
阳同行”公益项目。 两校学生一
起用餐， 一起参与音乐和体育
活动， 一起动手修缮蒲公英中
学的音乐教室并共同排练了登
上保利剧院舞台的合唱节目。

让音乐与爱的力量传递

《与太阳同行》是爱迪学校

两个高中毕业生在即将离开母
校之际为学校创作的歌曲，爱
迪学校用这首歌命名了音乐
会， 寄托了对每个年轻的生命
都能够在阳光下成长的希望。

音乐会以《与太阳同行》歌
曲的 MV 发布开场， 以中西方
经典音乐的融合为全场观众展
现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在保利
剧院这样一座享誉国内外的艺
术殿堂， 爱迪学子们自信地演
绎着钢琴、 竖琴、 吉他与管弦
乐，又将民乐、民歌、京剧等中
国音乐诠释得生动又赋予底
蕴， 展现了爱迪作为一所国际
学校， 其学生对于中西方文化
的领悟。 音乐会在《让世界充满
爱》的童声合唱中落下帷幕，观
众在歌声中用每人手中的烛光
点亮了一片爱心的海洋， 让温
情在每个人的心中传递， 音乐
落幕，但公益的脚步仍在继续。

爱迪学校校长 Lydia Liu
表示：“作为国际学校， 我们希
望通过学校的教育告诉他们，
以自己的学识、 技能和资源去
回馈社会是一件大格局的事。
通过今天的公益音乐会， 两校
的学生进行平等的互动， 分享
不同的生活经历， 对彼此都有
触动和启发， 相信所有参与其
中的人都能得到成长。 音乐会
不仅是对蒲公英中学的支持，
我们集全校及整个爱迪社区的
力量共同传递大爱， 为流动儿
童教育发声， 是相信大家的善
意和力量能够让这个社会变得
更加平等和谐， 让更多的孩子
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 （苏漪）

2017 年 6 月 16 日，“BMW
童悦之家”在沈阳正式发布“快
乐足球”的主题内容。 未来三年，
BMW 将携手包括经销商、 爱心
车主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与国
际公益组织儿童乐益会一道，在
全国“BMW 童悦之家”全面推广

“快乐运动”教育，旨在通过创新
的教育理念和多样化的运动方
式，帮助改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和身体素质 。 此举标志着
“BMW 童悦之家”完成了从捐赠
型资助。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康思远表示：“作为
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BMW
始终致力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强有
力的倡导者和实践者，BMW 结
合自身资源和核心竞争优势，积
极号召各利益相关方长期参与
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为社会创造
共享价值，助力解决中国社会问
题。 ”

“BMW 童悦之家”成立 6 年
来，在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及直
辖市建成 56 所“BMW 童悦之
家”，举办 350 余场活动，超过 5
万名留守儿童从中受益。 2016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指导
意见》， 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留
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基于此，
BMW 根据留守儿童学校的迫切
需求， 结合自身资源与优势，在
未来三年里，BMW 将与倡导以
运动解决儿童发展问题的公益
组织儿童乐益会合作，在“BMW
童悦之家” 开展“快乐运动”教
育，为留守儿童设计符合发展需
求的创新运动体育课程，促进孩
子们身心健康发展。

自 2016 年以来，BMW 秉承
“结合自身资源和核心竞争优
势，有效带动各利益相关方的积
极参与， 切实解决社会问题，创
造共享价值”的理念，成功完成
了从捐赠性企业社会责任向战
略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升级 ：

“BMW 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利
用企业自身优势解决实际社会
问题，创造共享价值，成为 BMW
专长性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

“BMW 中国文化之旅”从资金资
助转向平台支持，打造 BMW 标
志性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而
“BMW 童悦之家”实现由捐赠向
技能培养的转变，成为 BMW 独
有的利益相关方参与企业社会
责任的平台。 （张慧婧）

BMW童悦之家实现资助转型

北京爱迪学校举办公益音乐会
传递音乐和爱的力量

爱迪学子的表演博得满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