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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捐赠 暖心援滇

“和公益”为宁蒗儿童筑梦前行
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

治县以拥有泸沽湖、 永宁温泉、
青龙海、 扎美寺等景点而闻名，
又因高海拔、高山崎、低气温的
恶劣自然条件使得经济发展相
对落后，全县贫困面积多、返贫
率高、脱贫难度大。 即便如此，当
地政府仍然心系教育，使之成为
一面旗帜， 全县学校从无到有、
办学规模从小到大、办学质量逐
年提高、 办学效率日益彰显，高
中升学率常年保持丽江市前茅。

当地，优秀的中学教育让很
多孩子毕业后走向城市，但幼儿
教育却存在着短板，幼教师资力
量不足、设施设备不完善让幼儿
教育发展走慢。 现今，这一社会
问题被一些热心公益慈善的社
会力量发现，正在积极向其进军
补足短板，为孩子们筑梦前行。

9 月 27 日，“爱心捐赠、暖心
援滇” 征和控股·和公益走进云
南省丽江市宁蒗县， 将由企业
1000 余名员工及合作伙伴捐赠
的 3 万件总价值近 50 万元的爱
心物资， 分发给宁蒗县 22 所幼
儿园，并与该县展开为期三年的
教育援助合作。

大凉山公益力量

2017 年，征和控股董事长管
寰宇有幸参加四川大凉山的一
次公益活动。 在一个幼教所中，
孩子大多为留守儿童，孩子们一
日三餐饮食以土豆为主，一些小
朋友上学需要步行两个半小时。
但即便这样孩子们还是很乐意
去到幼教所上学，这一情景让管
寰宇很是触动。

按照当天公益活动安排，他
参与的团队通过彩绘形式将幼
教所墙面绘画成古堡、宫殿等特
色图案，让孩子们看到五彩斑斓
的世界。 活动得到了孩子们的积
极回响， 在孩子们欣喜的面容
前， 管寰宇感悟到了公益的本

质。 他觉得，公益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一份责任和坚守，是对捐赠
者、受赠者和自己的责任，

其后在他的带领下， 公司员
工、客户、合作伙伴等纷纷加入公
益行列， 先后 6 次前往大凉山参
与公益活动。2017年，征和控股联
合善爱善行共同推出“善行—关
爱大凉山贫困儿童，为爱而行”公
益活动， 持续走进大凉山腹地贫
困山区， 为当地留守儿童开展公
益帮扶。 随后，善爱善行“公益百
人团”成立，公益影响力不断发展
扩大， 面向贫困地区儿童开展教
育帮扶、医疗卫生等行动，建立起
贫困山区儿童成长帮扶体系。

艰苦的环境、有限的教育挡
不住孩子们的求学心。 在走访的
6 所幼儿园中，有一所只有 15 名
孩子就读，一名沙姓老师在此默
默坚持教学 33 年， 沙老师说：
“哪怕只剩一名孩子， 也要在这
里坚持。 ”这句坚定的话语让征
和团队选择宁蒗县为帮扶对象，
并携手当地公益机构泸沽湖公
益中心共同行动。

优势公益取道教育

这家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体，
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有着深耕的企
业，对于教育有着精准的判断。

2017 年，在大凉山公益探访
的管寰宇还发现，大多爱心人士
在当地选择修建饮水设施和建
设道路，但地势和天气使得这些
公益项目在当地的进展并不如
人意。 这让他觉得，改变硬件不
如先改变软件，改变当地人的思
想才能让其更有出路。 经过团队
调研，帮助学龄前儿童接受教育
成为他们的选择。

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才
能有意识地走出大山，探寻外部
精彩的世界———斩断穷根的根
本就是教育脱贫。

团队队员们在随后的走访

中发现， 当地贫困山区幼教所、
幼儿园、小学教师资源匮乏是阻
碍当地教育发展的一大障碍，解
决当地教师资源成为释放教育
发展的重要助手， 生活条件恶
劣、理解支持甚少、物资精神匮
乏等因素对贫困山区教师资源
形成较大冲击。

为有效解决教育资源不均
衡、 贫困地区儿童上学难的问
题，围绕弥合城乡教育差距这一
核心出发点，企业将教育公益项
目全面升级，联合清华大学全球
共同发展研究院全球青年共同
发展研究中心在大凉山设立了

“启梦助学点”，并在 2018 年 7 月
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华美学
文化专项基金合作发起“善行大
美—幼儿园教师研习班”， 不但
邀请宁蒗县 5 位幼儿教师至北
京参加活动，更面向全国贫困地
区的幼儿教师开展教学方法及
教育理念培训， 从硬件设施建
设、师资水平提升、助学物资、奖
学金发放等多个方面着手，推动

农村教育事业发展。

重视“受益方”的真实需求

2017 年，征和控股联合清华
大学、北京明天幼稚园、艺术家、
明星等各界人士先后 6 次赴大
凉山， 定点帮扶当地 3 个幼教
所，走访慰问 20 余个贫困家庭，
为百名儿童送去学习生活物资。

2018 年 8 月，“爱心捐赠、暖
心援滇” 的公益活动在征和集团
内部发起，得到了员工、客户和合
作伙伴的积极响应，共计有 1000
余人次捐赠， 收集爱心物资（图
书、玩具、衣物、体育器材、暖心自
制物品）近 3000 件，总价值超 50
万元， 这些物资将根据需要分发
至宁蒗县的 22所幼儿园。

管寰宇说：“个人的公益力
量毕竟是有限的，只有大家汇集
合力才能让社会问题得到解决，
公益活动有着员工、高管、客户
和合作伙伴的积极参与，这样的
影响力量是无穷的，公益也最有

意义，也能持续有价值地贡献更
多力量。 ”

“我们每一个公益项目的开
展都会扎根、深耕，不希望撒胡
椒面式的广度，而忽视‘受益方’
的真实需求，公益之路很长需要
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 ”
管寰宇表示。

为此，企业与宁蒗县教育局
启动三年帮扶合作计划，通过联
合社会各界在物资捐助、儿童教
育、师资培训、医疗资助 4 个层
面开展合作，通过医疗和教育两
个大抓手，提高山区人民生活水
平，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公益体
系，将原先物资层面的捐助提升
至精神层面的关注，从单兵作战
到联合社会各界力量积极践行
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宁蒗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司
徒行喆表示， 企业帮扶的善行、
义举体现了责任企业的担当和
使命，将自身专业资源和能力运
用到扶贫中，必将推动宁蒗县社
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武夷山出产的大红袍是乌龙
茶中的贵族。 如何既能让大红袍
保持高贵身份, 又能走进寻常百
姓家？近日，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
有限公司团队再赴武夷山茶叶基
地，严把大红袍茶叶加工质量关。

观焙火

九月的武夷山气温依旧居高
不下，阵雨不断。 伴随着闷热潮湿
的气候，大红袍迎来了精加工环节
中最为重要的工序之一———焙火。

在北京吴裕泰武夷山大红袍
生产基地的焙火车间里， 除了工
艺师傅之外，一个身材高大、身着
衬衫的男士格外引人注目。 车间
里的高温使他的衬衫前后都被汗

水浸湿，他却全然不顾，认真地观
察炭火的燃烧， 仔细地询问师傅
们焙火的细节。偶尔抬头，豆大的
汗水从他的脸上划过， 他推了推
眼镜，眼中充满惊喜与肯定，再次
感叹大红袍制作过程的精妙。 他
就是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掌门人———赵书新。

“佳茗难得现匠心”，纯正的
大红袍来自于传统的制作方法。
从四月份武夷岩茶采摘下来后，
要经过做青和四次焙火流程。 每
焙火一次，大红袍就成熟一分，直
到九月中旬做第四次焙火处理
后， 吴裕泰大红袍才算是大功告
成。 吴裕泰公司对大红袍茶从采
摘到加工的每一个程序都一丝不
苟， 对茶叶的认真和执着让人感

动。 吴裕泰公司与老记春城武夷
山茶业有限公司合作， 产品均严
格执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工艺”
标准。 好茶全凭老师傅们多年的
经验和敏锐的手感，因此，优秀的
做茶师傅也和名茶一样金贵。

吴裕泰的技术人员说，在焙
火过程中，烘焙的时间、温度、翻
动次数等，要根据原料的品性以
及希望达到的目的而定，也就是
所谓的“看茶焙茶”，灵活性非常
强，稍有不慎，就错过了茶叶品
质达到最佳的时机。

找茶园

为了遍寻好茶， 吴裕泰的

专业团队不是在茶山上， 就是
在去往茶山的路上。 今年已经
是赵书新第二次来到武夷山
了。 四月，赵书新就和吴裕泰公
司技术人员来到武夷山考察。
带着一个茶人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为消费者遍寻好茶，已成为
他生活的一部分。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裕泰
专业团队终于在位于九曲溪源头
的 800米高山上找到了可心的茶
园，这里不光环境优越，而且人迹
罕至，武夷岩茶品质极佳。

谈到中秋节的武夷山之行，
赵书新笑笑：“茶人无休， 能让消
费者喜欢喝上一杯吴裕泰的好
茶，一生足矣。 ”为了让更多北京
人能品到大红袍的悠长味道，北

京吴裕泰在大红袍平民化方面下
了一番功夫。 他们在保证同一茶
叶、 同一工艺、 统一品质的基础
上，细分大红袍等级，形成不同价
位的级别。由此，大红袍成为了平
民化的贵族， 更多的人能喝上大
红袍了。

百年老字号“吴裕泰”为茶
叶品牌的振兴，倾注了无数人的
心血与智慧。 吴裕泰坚持“百年
老店成就千年品牌” 的梦想，无
论在商业体验的深度上，还是在
产品创新的广度上，均在行业遥
遥领先。 从采摘到制作，从配送
到销售，从茶园到茶杯，吴裕泰
力求在每个环节都做到用心选
材、精心监控、诚信服务。

（徐辉）

吴裕泰秋冬送暖 为消费者寻品质好茶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捐赠仪式现场（图片由征和控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