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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5 日， 衣着朴
素的 Gucci 集团前亚太区行政总
裁邓婉颖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夏天基金（以下简称“夏天基
金”）爱心传播大使的身份，出现
在在北京举办的夏天基金成立
两周年暨慈善义卖活动上。

为了呼吁更多的社会人士
关注白血病儿童，66 岁的邓婉颖
专程从香港飞来。 同时，她还特
意带来由自己亲手绘制的 20 幅
曼陀罗画作，用于这场慈善义卖
活动的拍卖，并将拍卖所得的款
项全部用于救助白血病儿童。

活动结束后，邓婉颖接受了
《公益时报》专访，对于活动总共
拍卖出去 10 多幅曼陀罗画作的
结果， 邓婉颖说：“我不是艺术
家，我只希望凭借我的力量多一
些贡献。 ”在她看来，能够通过绘
画的方式参与到白血病儿童的
救助中，这比画作本身的价值更
重要。

生活平淡但不简单

17 岁就参加工作、曾在时尚
界呼风唤雨的香港人邓婉颖，参
加本次活动时只略施粉黛、脚穿
便鞋、朴素低调。 而在来活动现
场前， 记者对她所有的想象都
是：珠光宝气，光芒万丈。

坐在记者面前，邓婉颖笑语
盈盈、语速缓慢柔和，让人如沐
春风，完全没有记者此前在网络
照片中看到的所表现出来的霸
气气场。

邓婉颖是时尚界的大咖，曾
被评为全球时尚界最有影响的
25 位华人之一，也是在世界顶尖
时尚集团坐到最高位置的中国
人———她曾为 Gucci 掌管 14 个
国家 4000 名高级员工的事务。

“我这是为了参加这次活动
才画的眼线，我平常是不会化妆
的。 ”邓婉颖指着她眼睛上浅浅
的黑色眼线，又指指自己身上蓝
底白线的外套说，“看我身上的
衣服，都是几年前的旧衣服。 ”她
说如今就希望过这种平平淡淡、
轻松健康又随意的生活。 她表
示， 自己经历过许多风光的场
面， 但现在不再需要光彩夺目，
一切自在随心就好。

在 Gucci 的任期内， 邓婉颖
曾带领 Gucci 与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等机构合作开展公益项目，
关注弱视儿童和白血病儿童，为
孩子带去关怀和希望，还在清华
大学设立奖学金，推动中国时尚
教育发展。

如今，邓婉颖的退休生活是
“退而不休”———公益仍成为邓
婉颖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
邓婉颖告诉《公益时报》，她是凡
事都做到极致的人，能成为时尚
界的“女魔头”，不是因为幸运，
而是因为用功。“如果领导和我
要 100%的成绩，我对自己的要求
是要做到 105%。 ”她很“鸡汤”的
名言在网上流传：不能改变自己
的容貌，却能展现笑容；不能控
制他人，却可以掌握自己；不能
预知明天， 却可以利用今天；不

能样样胜利，却可以事事尽力。
对待公益，她同样亲力亲为

地将事情做到极致。

扎根鲜有人关注领域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无论多偏远，
邓婉颖从来都亲自到公益项目
开展的地方去，足迹遍布中国各
地。

从去年 12 月到现在， 为了
白血病患儿，邓婉颖多次往返北
京，到患儿所在的医院探访。 除
了陪伴小朋友，她还去患儿家里
进行家访， 与患儿家长聊天，让

“压力山大” 的患儿家长因为陌
生人的善意重展笑容。

在香港，邓婉颖也一直与关
注白血病儿童的“生命小战士
会”合作，参加后者举办的各种
活动。“在儿童的癌症发病率中，
白血病占了 70%。 ” 谈及为何尤
其关注白血病儿童时，邓婉颖感
慨地说，白血病患儿的家长太不
容易，患儿在医院至少需要治疗
半年到一年，大部分的情况是家
长中有一人会辞掉工作全心照
顾孩子， 而其中一方放弃孩子、
一走了之的情况也经常发生。

更重要的是，治疗白血病要
消耗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往往
令诸多的社会爱心人士望而却
步，收回帮助的手。 而邓婉颖却
反其道行之，她不希望再去关注
已经有众多资源投入的领域，而
是更愿意去关注少有人关注的

领域。
离开 Gucci 三年， 邓婉颖现

在的生活简单而充实。 自从跟朋
友学了 1 个小时的曼陀罗画作
后，邓婉颖对画曼陀罗的喜爱便
一发不可收拾，她现在甚至可以
集中精力 5 至 8 个小时去完成
一幅画作，而创作的过程也是遵
循自己内心———在颜色随意涂
抹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邓婉颖说自己是个往前看
的人，并不留恋当年的风光和奢
华，而且，一直在奢侈品圈里摸
滚爬打的邓婉颖，更懂得什么是

“奢侈”———“奢侈，是一种感觉，
是一种对有品味生活的要求。 如
果心态不好，即使买再贵的奢侈
品也没用。 ”邓婉颖说。

邓婉颖有 4 个孙子女，她感
恩自己的家人都健康。 而她更懂
得，只有自己身体健康，照顾好
自己， 才能有能力去照顾她人。
邓婉颖很得意地向记者展示她
用自己打泰拳的照片做的微信
头像。 在不断地接触学习新事
物， 在持续做公益的过程中，邓
婉颖开启了自己平淡又绚烂的
公益新人生。 （徐辉）

Gucci集团前亚太区行政总裁邓婉颖：

退而不休的公益新人生

2018 年 4 月 22 日， 由远洋
集团主办的第二届“远洋益跑”
城市接力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 逾 1500
名远洋集团员工与媒体、合作伙
伴、业主等社会各界人士热忱参
与，活力开跑 5 公里，在享受健
康盛会同时， 身体力行做公益。
当日，益跑活动在远洋所布局的
全国其他 34 城同步开跑， 总参
与人数近 8000 人。 同时，远洋跨
界联手悦跑圈举行的线上益跑
也一起启动。

活动正值 4 月 22 日第 49 个
世界地球日之际，远洋集团执行
总裁温海成在活动启动仪式中
宣布设立属于远洋人自己的节
日———“远洋健康日”，为地球日
赋予新的内涵，倡导积极、健康、
环保的生活方式。 他表示：“远洋
将携手更多伙伴， 汇聚更多力
量，通过远洋益跑活动，让健康
和公益惠及社会。 ”

2017 年首届益跑活动，共有
社会各界 4000 余人参与其中，
总跑步里程超过 4 万公里、奉献
善款近 5 万元，活动取得良好的
内外部反响。 2018 年第二届“远
洋益跑” 城市接力赛以“共享

共益 共健康”为主题，计划全
年在远洋有所布局的 40 余座城
市举办，吸引数万名运动爱好者
参与。 远洋集团将通过益跑活动
为每位 5 公里完赛者捐赠 30
元，所有善款均用于帮扶远洋之
帆公益基金会“小伙伴成长计
划”项目中的 337 名偏远贫困学
生， 为他们提供健康暖心“蓝
包”，温暖他们的求学路。

活动当天，活动设置的义卖
区和捐衣处挤满了人，参赛者们
通过购买气球、棉花糖、贴纸、充
电宝、工艺品等物品献出一份爱
心，同时，捐赠出不需要的衣物，
促进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 此
外，本次活动中产生的饮料瓶也
被全部回收再次利用。

远洋益跑活动是远洋集团
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向全社会宣
布创办的，计划打造成具有广泛
社会影响力的远洋集团专属体
育公益 IP，旨在把健康的生活方
式和公益结合起来，让人们可以
用健康的方式帮助其他人过上
更加健康的生活。 该活动也是响
应党和国家“健康中国”战略和
落地远洋“建筑健康”品牌理念
的具体行动之一。 （张慧婧）

第二届“远洋益跑”城市接力赛启动
重点帮扶 337名偏远贫困学生

为响应党中央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 进一步
总结梳理精准扶贫的创新模式
和优秀经验， 由人民日报社与
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主办
的“大国攻坚 决胜 2020———
2018 精准扶贫攻坚论坛暨精准
扶贫优秀案例评选”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正式启动。 人民日报
社副总编辑王一彪、 中国扶贫
基金会副秘书长丁亚冬等参加
了启动仪式。

据了解， 本次活动将分为
主题论坛和优秀案例征集两个
部分。 案例征集的对象，主要是
近年来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探索
创新做法、形成关键突破，并取
得明显成绩的精准扶贫项目。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
丁亚冬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专业的研究评选，
能够找到帮助贫困地区可持续
脱贫致富的做法和经验， 并且
通过更多的社会力量， 更有效
地助力脱贫攻坚战。

为确保此次征集活动的科
学性、公正性，主办方邀请了 15
位对精准扶贫工作有长期研究
和深入观察的专家学者， 组成
评选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

将从合规性、示范性、突破性、
创新性等 10 个维度入手，对案
例进行初评、实地调研和复评。

据介绍， 本次活动将采用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充
分发挥人民日报及其新媒体的
传播优势，把权威性与大众性、
专业性与“草根性”充分结合起
来。 入围案例将在人民日报新
媒体上公布， 请网友参与投票
评选， 专家评价结果将占 70%
权重、 网友评选结果占 30%权
重。 本次精准扶贫优秀案例征
集评选活动的专题已在人民日
报客户端上线， 即日起可登录
客户端，参与评选申报。 相关评
选结果将在随后举行的“大国

攻坚 决胜 2020———精准扶贫
攻坚论坛”上揭晓。

专家委员会代表、 华中师
范大学减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陆汉文表示： 精准扶贫优秀案
例评选不仅仅是对过去脱贫工
作的肯定， 更重要的还是对未
来脱贫工作的一个指导。 此次
论坛暨评选活动非常重要，对
于找到真正帮助贫困地区找到
持续发展、 稳定脱贫的措施和
途径，有着积极向上的意义。

人民日报社还将联合中国
扶贫基金会、 中国社科院等机
构，同步开展《2018 精准扶贫攻
坚报告》的调研编撰工作。

（张慧婧）

人民日报社启动精准扶贫优秀案例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