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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明生日获公益界齐发声
他说：“公益是一辈子的事业”

黄晓明 41 岁的生日刚刚过
去，他的公益路也走过了 15 年。
对他而言，表演和公益是自己最
重要的两个事业。 公益已成为一
种习惯， 更是一项长久的事业。
截至 2018 年 8 月，黄晓明累积捐
款捐物超 4500 余万人民币，协
助各公益组织、慈善机构募集上
亿善款。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黄晓明
的生日， 有 50 多家公益组织自
发送来祝福，这其中有最专业的
公益杂志、报纸，最权威的公益
平台，最资深的基金会以及最前
线的 NGO 等。 种种充满感恩之
心的祝福，是对因公益而结缘的
黄晓明最真诚的肯定与表彰，也
似乎描绘出了黄晓明 15 年来的
公益地图。 早在 2004 年，黄晓明
就投身于公益事业当中，15 年如
一日身体力行践行公益，早已不

是简单的捐款捐物。 2014 年，他
创办“明天爱心基金”，关爱儿
童、照顾空巢老人、关注弱势
群体、认领大熊猫、助养流浪
猫狗……只要和慈善有关的
领域， 他都默默地给予自己力
所能及的帮助。

生日不忘公益
化身公益界的“大白先生”

生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收
获鲜花、 礼物和他人的祝福，让
自己成为聚光灯焦点的时刻。 但
从 2007 年以来，黄晓明的生日再
也不曾为自己而过，他选择邀请
始终支持他的粉丝一同参与公
益活动，同时也是粉丝见面会。

2007 年的生日会，黄晓明推
出了由他亲手设计的“梦想起
飞”项链，进行慈善竞拍，所得收

入悉数捐献给了“阳光行动”老
年白内障慈善基金。 之后的几
年，黄晓明每年都会邀请受自己
资助的人们一起庆生。“接地
气”、“暖心”，这些在平时就很符
合黄晓明的形容词，放在做公益
时的他再适合不过。 对于资助
者， 黄晓明从来不是冷冰冰地
“打钱”，而是如同亲人一般走心
的关爱与照拂。

十五年如一日
善行融入生活一点一滴

“有能力了，就要做得更多，而
善行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的。 ” 黄晓明实践着这一道理，他
说，“我把公益当做事业，是我人生
必须完成的目标。 因为对自己而
言， 它就在生活中的点滴之间，慈
善是一种态度，只要碰到了就会去
做，并且是要坚持一生的事情。 ”

“5·12”汶川大地震，黄晓明
第一时间捐款并到灾区，亲自参
与救援， 前后捐款共 40 万元用
于救援和灾后重建， 在全国 25
所学校设立安康家园“安全应急
体验教室”。 15 年来，他尽自己的
力量，脚踏实地为灾区多做一些
事。“多一分钟的犹豫，前方救援
工作就会少一分支持。 ”他说。

2014 年，黄晓明正式成为山
东关爱空巢老人大使，并正式注
册成为“爱心陪伴空巢老人志愿
者”。 这些年来，只要回青岛，他
都会抽出时间去探望熟悉的陆
奶奶。“关爱空巢老人的活动，我
已经做了三四年了， 我和陆奶奶

结对也大概三年时间了， 每年回
青岛，我都会去看她，希望通过我
的身体力行让更多人重视空巢老
人这个特殊群体。 ”黄晓明说。

2016 年他启动“幸福来敲
门”关爱空巢老人行动，倡导“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呼吁儿女多陪伴自己的父母，社
会多关心空巢老人。 到今年，黄
晓明为空巢老人所设立的“防走
失黄手环计划”已经走到第五个
年头，五年来该计划覆盖了大半
个中国，包含台湾、香港、美国等
地，直接受益超 20 万人次，但他
说：“这还远远不够。 ”

“慈善侠”爱心从不迟到
公益视野更国际化

有公益权威杂志曾评价黄晓
明———他关注社会痛点， 救急救
灾，出钱出力，从关爱空巢老人到
乡下扶贫， 从敬老院走访到贫困

儿童关注， 坚持做社会上温暖的
存在，他是现实版的“慈善侠”。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5 年
来， 黄晓明的爱心从不迟到，公
益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他的公益
视野也愈具国际化、 系统化，他
不再满足于身边的善举，而要向
着更大的命题发力。 2016 年黄晓
明被任命为“艾滋病规划署中国
亲善大使”，为 2030 年实现消灭
艾滋病的目标开始战斗；他关注
交通安全，受聘“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片宣传大使”，呼吁“希望大
家不管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为
了保护家人，一起来传播宣传交
通安全，让所有人都有这种安全
意识”；他出任儿童防拐大使，参
加青年领袖圆桌会议。黄晓明 15
年公益路的进阶，是开始为越来
越多的社会正能量“代言”。 正如
他曾说过的，“公益是一辈子的
事业”， 让我们期待黄晓明的下
一个公益 15 年。 （王祺文）

民间有一句话说：“北有人
参，南有巴戟”。 巴戟天与阳春砂
仁、槟榔、益智并称为四大南药，
更位列其首，可与人参相媲美。

近日，由无限极（中国）有
限公司举办的 2018 无限极道
地原料溯源之旅走进广东郁
南。 由中医药行业专家、权威媒
体组成的百人“溯源探秘团”，
体验了巴戟天的种植与采收程
序， 也感受到了无限极把控质
量之源的责任感。

现代化管理实现农企共赢

巴戟天的药用价值一直备
受推崇，其天性微温、味甘，具补
肾阳、强筋骨、祛风湿等功效。 郁
南县人工种植巴戟天已有百年
历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成
熟先进的种植技术，保证了巴戟
天的道地性。 郁南县巴戟天的耐
斯糖含量达到了 4%，是《中国药
典》标准的 2 倍。 无限极道地巴
戟天供应基地、天方健道地巴戟
天种植基地就位于这里。

广东郁南巴戟天种植基地，

作为天方健自建种植基地与无
限极道地原料供应地之一，采
用天方健创新的中药材种植管
理模式， 将传统种植与现代化
管理相结合， 保障真正道地的
优质药材。 目前，基地占地面积
4 00 亩， 计划未来 3 年扩大至
5000 亩。

基地的选址也是精挑细
选，符合无限极一贯的“挑剔”
标准。 首先，水土和空气都需经

过检测，符合国家对农残、重金
属的标准；其次，水土及气候要
非常适合巴戟天的生长；最后，
巴戟天是郁南当地重要的经济
作物， 当地农户对巴戟天既有
感情又熟识种植技术， 每株巴
戟天成品都经过他们至少 4 年
的艰辛培育。

种植基地的建立让当地农
户深刻体验到了现代化种植管
理模式的优势。 天方健中药材种

植管理模式创新实行内部价格
体系， 保障合作农户收入稳定。
同时， 模式为农户提供技术指
导，提升种植产量，并且扩大需
求，令合作农户年增收入达 5000
元，给当地农户带来了切实的好
处。 基地还考虑将参观体验纳入
常态化，推动当地旅游、特产消
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自建基地助推产业升级

活动中，中华中医药学会副
会长曹正逵表示，随着中药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上下游的资源整
合将成为趋势，拥有中草药溯源
体系的企业，将在保证产品质量
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其实， 早在 2015 年 4 月，国
务院发布的《中药材保护和发展
规划（2015～2020 年）》就把建立
覆盖主要中药材品种的全过程
追溯体系视为构建质量保障体
系的重要任务。 当前，中药材种
植市场和原材料品质优劣各异，
要避免中药材造假或农药残留
等现象，选择道地药材是关键。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副
总裁薛守春表示，作为一家有责
任感的企业，无限极充分考虑中
草药产业链条上各相关方的利
益，以构建生态圈的形式，不断
推动种植、加工、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的全产业链升级，以实
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天方健（药业）有限公司营
销及投资总经理罗江清介绍，在
中药材种植模式上，公司有三个
新的变化：第一是从研发逐渐转
向实践；第二是从共建基地逐渐
过渡到自建基地；第三是将中药
材种植模式的品质优势转变为
市场优势。

无限极与天方健携手布局
中药材产业，目前已在全国多个
重要的中药材产区创建了自建
基地，分别是华南地区（巴戟天、
芡实、龙眼肉）、西南地区（三七、
茯苓、砂仁）、东北地区（人参、五
味子）、西北地区（党参、当归、黄
芪）和华中地区（茯苓、灵芝等），
这夯实了从“田间到舌尖”全产
业链品质升级的原料基础。

（徐辉）

无限极溯源巴戟天
从“田间到舌尖”助推全产业链品质升级

2014 年 4 月 20 日，“黄晓明明天爱心基金”成立

2016 年，黄晓明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亲善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