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改变生活

据 斯 寒 介 绍 ，Case For
Change 是 GSMA 的重点公益项
目之一，发布于 2017 年，该项目
是 GSMA 和当地移动运营商合
作，通过通过实地采访拍摄成纪
录片的形式，讲述那些在世界各
地真实发生的移动运营商开展
的公益项目，记录下“移动改变
生活的案例”。

斯寒用两个实际案例向记者
讲述了“Case For Change”的具体
模式，以及收获的成效和成果。

第一个案例是“Case For
Change” 之云端上的智慧学校，
是通过实地采访拍摄成纪录片
的形式，讲述在青海玉树发生的

“移动科技改变山区孩子教育”
的故事。 故事主角是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吉曲乡多改
村的一所智慧希望学校，目前共
有 50 多名从一年级到七年级的
在校学生。 过去由于交通和地理
条件的限制，走到能打电话的地
方也需要 18 公里。

为了让孩子享受跟城市学
生同等的线上教育资源，让孩子
的梦想不被大山所阻隔。 2017 年
9 月，中国联通青海公司克服“高
原反应、低温、大风、陡坡”等多
种自然挑战，翻山越岭、奋战数
月， 在高原上铺设了 20 公里光
缆，并建设了 4G 基站，将移动宽
带和班班通的数字课堂服务带
到了这所大山深处的学校，彻底
改变了这里的教学方式。

公平教育资源的获取以及
受教育机会的改善，是联合国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优质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优质的教
育，又为改变贫穷、饥饿等生活
困境赋予了力量。 中国联通用移
动科技，为孩子们搭建起了连接
世界、 连接未来的信息通信桥
梁，用实际行动，响应联合国提
出的 17 项可持续发展倡议。

另一个案例是 GSMA 拍摄

的“Case For Change———中国移
动爱‘心’行动”，它是 2017 年由
GSMA 携手中国移动和咪咕一
同完成的。 据斯寒介绍，该宣传
片当时邀请了青年演员张一山
作为主持人，深入到远在东北山
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孩子的生
活，通过移动通信技术让天津泰
达医院的医疗专家为在线分析
病情，做到及早发现，及时干预。
截至 2017 年第二季度，中国移动
爱‘心’ 行动计划已免费救治
4260 名先天性心脏病贫困儿童。

该模式的探索展现了移动通
信行业和技术创新公益、改变生活
的巨大作用和潜力。在世界的各个
角落，移动技术可以从各方面为人
们的生活、经济、应急救灾等方面
进行连接。 Case For Change项目
自 2017 年 9 月发起至今，GSMA
在全球 22 个国家， 行程 14 万公
里， 拍摄了 25部视频短片。 据了
解， 中国电信也正在与 GSMA共
同策划新的 Case For Change 项
目，记录并分享更多移动科技改变
人们生活的案例。

移动科技逐渐颠覆传统公
益模式

毋庸置疑，当下，企业的参与
大大加快了公益事业的发展速
度， 其灵活性和创新性让公益事
业呈现出无数可能。 尤其是随着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公益形
态不断升级， 逐渐颠覆传统公益
模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斯寒对于“Case For Change”
之云端上的智慧学校这个案例
印象非常深刻，谈及移动通信为
生活带来的改变，她首先想到的
就是这个案例。

“在 2017 年 9 月份之前，云
端上的智慧学校所在的地方人
们要走 18 公里才能够通电话，
然而 9 个月之后的改变是惊人
的，在学校里，孩子们告诉我他
们很喜欢光头强，还知道白雪公
主，有全套《哈利·波特》的书，还

可以在网上看《哈利·波特》的电
影……然而，早前，志愿者给他
们讲飞机的时候还要带模型，然
而志愿者可带的东西是有限的。
但当有了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孩
子们可以看到的是更大的世
界。 ”她说。

比起这个具体案例，斯寒更
觉得 14 岁女孩白措的故事更触
动她的内心。 白措是云端上的智
慧学校的学生，因为妈妈在外地
打工，一年最多只能见到妈妈两
次，而现在可以用老师的手机每
个月和妈妈通个视频，聊聊学习
情况。

相比女孩子的温柔，上初一

的 13 岁的才仁旺加一点也不认
生，倒豆子似的和我们分享着他
的快乐，他喜欢看的动画片和电
视连续剧，还有因为个子小在踢
足球的时候被队友欺负时的气
愤，他还用独特的嗓音给我们唱
了首动听的藏族歌曲。

“每个孩子的眼中都有一道
光，真诚而单纯。因为有了移动网
络和班班通数字教室， 让玉树这
座大山里的孩子们第一次能和北
京、上海的学生一样，享受到一模
一样的、公平的线上教育资源。孩
子们的笑容越来越多， 学习的劲
头也更加十足。 ”斯寒说。

GSMA 的另外的项目还包

括 Women4Tech 以及 Mobile for
Development 等， 倡导科技行业
性别平等以及技术赋能等，旨在
用移动通信技术让每个儿童、妇
女等享受教育、资讯和服务。 例
如，当今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非
常发达，然而，在非洲、拉美、亚
洲等非发达地区大量的妇女没
有银行账户，交水费、电费还要
跑很远的路。 通过“移动钱包”业
务，现有 1200 多万的妇女利用这
样的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移
动金融技术， 进行转账和汇款，
从而使生活得到改善。

继续携手运营商助力可持
续发展

在不断履行社会责任的路
上，GSMA 携手全球移动运营商
在不断摸索和尝试，用移动科技
更好助力公益，改变传统的公益
模式。 比如用大数据分析，精准
的用人工智能快速地做出决策
等。 另外，据 GSMA 大中华区市
场总经理常洁介绍，11 月中下
旬，GSMA 还发布了一个新的全
球合作倡议，做云端协同，支持
AR/VR 业务， 这种浸入式的体
验，将改变人们对物理/虚拟世界
的体验， 未来可应用到医疗、教
育、商业等社会的方方面面。 利
用高科技的力量，实现 GSMA 的
愿景和使命，即：智能地连接每
个人、每个物，通向美好的未来。

谈及 GSMA 在公益方面的
规划，斯寒告诉记者，主要还是
围绕联合国的 17 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 斯寒坦言，在全球的几十
亿人口当中，还有很多移动宽带
没有覆盖到的区域，这就是 GS－
MA 的使命。“未来，GSMA 将会
与更多的运营商加强合作，将这
些区域覆盖，让每个人都能够享
受到移动通信技术为生活带来
的便利。 未来，无论是性别平等
还是青少年教育，无论是消除贫
困还是保护环境，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不发达地区，我们都将用
移动通信技术让生活更加美
好。 ”斯寒表示。

Special� Report 特别报道
２０18．12.11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10

专访 GSMA大中华区总裁

斯寒：移动行业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 本报记者 李庆

2015 年，联合国确立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涵盖无
贫穷、零饥饿、优质教育等 17 个目标，涉及人类福祉的方方面面。 这
一目标提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其中就包含代表全球移
动行业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

“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的议程宏大且意义深远，包括确保健康的
生活方式；促进人类健康；实现性别平等；打造包容、安全、有活力和
可持续的城市和居所；以及助力抗击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等。 移动网络
有能力以其他任何技术所不能及的方式加快这一进程。 而且，通过与
联合国及 Project Everyone 的合作，我们能够让行业、政府和个人携
手合作，以实现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 ”

在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的二楼宴会厅，GSMA 大中华区
总裁斯寒向《公益时报》记者表达了移动行业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优势及决心。

GSMA 是全球最大的移动运营商贸易组织， 现拥有 750 多家移
动运营商和在移动生态领域里的 350 余家会员单位。 作为一家代表
全球移动运营商共同关注点和利益的国际组织， 积极倡导移动通信
技术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经济以及社会变革产生的作用。 2015 年，联
合国的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布后，GSMA 代表整个移动行业作出
响应并整体支持，围绕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将科技的力量渗透在
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移动行业为大山深处的居民打通障碍（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