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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月 29 日，湖南省凤凰县火
炉坪村培民学校的操场上，聚集
了众多小学生以及当地村民，他
们有序地排着队，等待前往优衣
库搭建的“临时店铺”中挑选喜
爱的衣物。

吴增辉作为其中的一员，既
开心又期待。 12 岁的他今年读 6
年级， 身上穿的一件苹果绿的 T
恤被洗得有些发白，胸前的图案
也已看不清是什么花纹。 即便如
此，他依然珍惜有加，因为穿完
之后还得留给两个弟弟。

吴增辉是一个留守儿童，爸
爸妈妈常年在外打工，他和两个
弟弟留在家中跟奶奶生活。 作为
哥哥的他，每天要负责全家人的
早晚饭。 也因此小小的他最大的
愿望就是每天做可口的饭菜给
全家人吃。 他还希望自己可以穿
件新衣服去上学。

像吴增辉这样的孩子，在中
国农村还有很多。 据《中国留守
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7）》显
示， 每 2 个农村中小学生里，就
有 1 个是留守儿童。 一半以上的
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一年见面
次数少于 2 次。 对于他们而言，
最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感受不
到亲情和关爱，这种心灵的缺失
将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成长。

为了让这些缺乏关爱的孩
子们感受到更多温暖和力量，优
衣库自 2012 年开始启动“全商品
回收再利用项目”， 作为爱心募
集的号召者和中转站，优衣库为
爱心人士搭建捐赠平台，呼吁社
会各界用服装向包括留守儿童
在内的贫困人群送去温暖与关
爱，让那些如同父母温暖怀抱般
的衣服给孩子们带来长久的贴
心陪伴。

捐赠价值 600 万元衣物

29 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优衣库专项基金”衣物捐赠仪式
在湖南省湘西州火炉坪村培民
小学举行，优衣库捐赠了价值约
600 万元的 53000 件爱心衣物。

自 2012 年启动全商品回收
再利用项目，优衣库共累积来自
社会各界捐赠的爱心衣物达 285
万件，截至目前已帮助全国超过
27 万户家庭。

“随着中产阶层的不断涌
现，以及中国人消费水平的不断
提升，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
人们每年买的衣物数量越来越
多，而它们被淘汰的时间也比以
前快了一半。一面是城市人群的
过度消费，另一面却是大量贫困
人口的日常需求无法得到保障。
如何在这个环节去呼吁消费者
充满爱心，并将这份爱心灌注到
社会所需要的人们中去，这是作
为一家服装制造和销售企业应
当履行的社会责任。 ”迅销集团
大中华区总裁潘宁说道。 于是，
2015 年开始， 优衣库在全国店
铺全面开展全商品回收再利用

项目。
2016 年 11 月开始， 优衣库

携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启动“优
衣库让爱远传公益项目”， 在社
会各界募集回收衣物，送至偏远
山区的贫困人民手中。 为了充分
发挥并整合彼此的经验与资源，
优衣库携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陆续前往贵州、云南等诸多地区
捐赠衣物，两年内，累计捐赠爱
心衣物 180 万件。

“希望一件件衣服承载的力
量，能够为打通脱贫攻坚‘最后
一公里’注入力量，共同推动实
现伟大的‘中国梦’。 ”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基金部部长唐九红在
捐赠仪式上说道。

搭建“临时店铺 ”创新 “精
准扶贫”

此次前往湘西，除了延续以
往为孩子和贫困人群捐赠衣物
外，优衣库还在项目所在地选取
了 10 家以上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分组入户走访，了解受捐赠
家庭的真实需求，将衣物送至深
度贫困村村民手中，为他们带去
来自服装的“温暖”。

在培民学校的操场上，优

衣库为当地村民和学生们搭建
起了一个“临时店铺”，将优衣
库捐赠的大量全新衣物悬挂在
“临时店铺”中供所有人自由挑
选心仪的衣物。 这一形式一改
往日被动接收资助的平淡体
验， 让这一项目变得体验更亲
切，服务更精准。

“优衣库作为企业应当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作为人民团体，要做好党和人
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并且发挥
该作用。 我们两家应当结合各自
的优势，做到精准扶贫，‘临时店
铺’就是一个好的尝试，村民和
孩子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颜
色、款式和尺码，选取最适合自
己的衣服，这也是精准扶贫的一
个具体表现。 ”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副主席井顿全说道。

在挑选衣物的现场，记者见
到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认真
的询问志愿者如何挑选女装，她
说：“我想给我老伴儿挑件好看
的新衣服，让她高兴。 我很少给
老伴买衣服，今天借这个机会带
一件新衣服给她……”

优衣库针对“全商品回收再
利用项目” 做出的这一创新形
式，得到了现场孩子和村民以及

嘉宾的高度认可。

借助“明星”传递爱心

“作为优衣库的品牌代言人，
或者作为公众人物，作为一个年
轻人， 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
有责任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并
将其发挥最大的力量。 ”作为优
衣库全球品牌代言人井柏然也
来到了捐赠仪式现场，帮助孩子
们在“临时店铺”挑选衣物，并跟
随优衣库志愿者们一同前往建
档立卡贫困户家中送衣物。

8 月 6 日起， 优衣库的爱心
分享活动在全国门店正式启动，
并同步上线“你的衣服有力量”
专题页面。 在门店内扫描二维
码，打开专题页面，即可了解衣
服捐赠的真实故事，号召更多人
了解并参与。 该活动通过和优衣
库全球品牌代言人井柏然一起
传递衣服的力量，通过公众人物
的力量传播和传递衣服的力量。

《公益时报》：能否介绍下优
衣库 “全商品回收再利用项目 ”
发起的背景和目标？ 截至目前项
目取得的成果？

潘宁：优衣库自从做了零售
以后，便不断在思考，特别是在
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是否能够
通过商品来传递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 我们在不断研发优质产品
的同时， 想利用产品优质的特
征，让更多的人受益。 随着中产
阶层的不断涌现，以及中国人消
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在快节奏的
城市生活里，人们每年买的衣物
数量越来越多，而它们被淘汰的
时间也比以前快了一半。 一面是
城市人群的过度消费，另一面却
是大量贫困人口的日常需求无
法得到保障。 如何在这个环节去
呼吁消费者充满爱心，并将这份
爱心灌注给社会所需要的人，这
是作为一家服装制造和销售企
业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

所以，2012 年我们启动全商
品回收再利用项目。 2016 年，我
们幸运地跟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一起携手进行落地捐赠。

我们常常在思考，全商品回
收再利用更多的能够带来什么？
最后我们总结通过服装的力量
可以召唤社会更多的力量一起
来关注某一群体。 我们在全中国
631 家门店，做出了很多的尝试，
比如，针对自闭症儿童、特殊儿
童群体，为了让他们能够快乐地
成长，早些接触社会，优衣库设
置了“购物体验”活动，帮助这一
特殊群体的孩子通过购买经历
的积累，慢慢培养其自立能力。

《公益时报》：全商品回收再
利用项目在当初落地时，是如何
消除公众对衣服来源、消毒流程
等的质疑？

潘宁： 我们通过全国门店，
优衣库自媒体平台和持续的媒
体传播，来提升公众对项目的了
解和信任。 通过与中国宋庆龄基
金会这样的权威机构的合作，寻
找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进行捐赠，
提高公众消费者的信任度。 通过
持续落地举行捐赠活动，并邀请
志愿者参与实地捐赠，近距离接
触当地受捐赠村民，真实感受服
装的力量，可以为生活带来温暖
和爱。

《公益时报》：“全商品回收
再利用项目”的运营模式是怎样
的？ 从店面回收到落地捐赠具体
的流程是怎样的？

潘宁：全商品回收再利用项
目共有 6 个步骤： 通过全国 631
家门店的衣物回收，再从各地店
铺运送到上海仓库，经过专业细
致的分拣和清洗整理出可捐赠
的衣物，再根据衣物的类型和季
节进行分类打包以便快速应对
援助，最后通过合作的基金会进
行捐赠，帮助有需要的人们。

《公益时报》：较其他企业或
公益机构，您认为优衣库在做的
全商品回收再利用项目的优势
在哪里？

潘宁：优衣库期望站在可持
续发展的高度上，让服装的力量
可以成为社会的力量。

通过搭建闲置衣物捐赠平
台，一方面通过呼吁消费者建立
起绿色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将闲
置的衣物进行捐赠，发挥闲置衣
物的价值。 另一方面，将这些闲
置衣物传递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让这些人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和爱。

在全国 631 家门店， 消费者
可以将闲置衣物带到任意一家
优衣库门店进行捐赠，方便且安
心。自 2016 年 11 月起，优衣库携
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充分发挥
并整合彼此的经验与资源，通过
基金会网络为偏远山区等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带来爱与希望。

此外，透明化回收再利用的
流程也是优势的重要体现。

（李庆）

迅销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潘宁：

通过服装将爱心灌注给有需要的人

村民在临时店铺挑选衣物

捐赠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