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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扶贫新样本：

“一厘米温暖”开拓中南特色公益路

助力绿色制造 坚持可持续发展
2019 三菱电机中国青年环保推进活动在京举办

� � 近日，中南集团“一厘米温
暖”云南公益行携手中国下一代
教育基金会和江苏中南慈善基
金会，走进云南省文山苗族自治
州麻栗坡县中南江东希望小学，
捐赠价值 40 余万元物资的同
时，还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小小
运动会和一堂堂精彩的公益支
教课，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南特色
的公益道路。

传统的扶贫主要是从经济
物质上进行扶助，而贫困地区要
改变面貌，既要从经济上给予资
助， 更需要加强文化扶持的力
度。 与物质层面的资助相比，精
神上的收获更为持久，影响也最
为深远。 面对距离和文化的阻
隔，文化扶持怎样才能真正让山
区的孩子共享时代发展的成果？

在践行公益事业的同时，中
南置地从自己做起，以自己的方
式开拓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公益
道路。

关注心灵给养

在公益践行上，中南置地不
断开拓视野， 不仅是物质提供
者，更是公益精神的参与者和传
播机构， 凭借自身的企业影响
力，不断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

作为文化扶持类公益活动，
中南置地“一厘米温暖”活动已
经连续做了三年。 除了扎实的坚
持，初心一直很明确。 中南相信：
书籍的厚度大约是“一厘米”，但
它所传递出的温暖却能打动无
数人。 中南并未选择传统的邮寄

捐书方式， 而是组成公益团队，
到贫困地区学校现场互动，分享
有温度的知识与情感。

始建于 1946 年的中南江东
希望小学，坐落于云南省文山苗
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八布乡。 这里
靠近边境， 邻近越战时的老山战
场， 崇山峻岭将现代文明阻隔在
外。中南江东希望小学的学生大多
数是留守儿童，约一半是少数民族
学生，这里既是学校，也是 200 多
个孩子常年吃住生活的家。

2012 年，由于过去的校舍过
于陈旧，中南集团捐资 160 万元
援建中南江东希望小学。 9 月 16
日，中南重返故地，以一厘米温
暖再次点亮知识的光芒。 通过前
期的走访调研，一厘米温暖云南
行根据孩子们的生活所需，捐赠
了价值 40 余万元的物资， 并当
面送到孩子手中。

联动各方力量

新时代的公益同样需要模
式的创新，跨界合作是一种全新
的思路。 中南通过和政府部门、
高等院校及媒体力量的合作，广
泛利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
量，扩大了公益声量与影响力。

这次活动中，中南联动上海
长宁消防救援支队、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高校教师、中南珂缔缘球
员、全国多家媒体及自媒体等社
会力量，为江东希望小学的孩子
们带来了一场欢乐的小小运动
会和一堂堂精彩的公益支教课。

小小运动会给孩子们带来

快乐的同时， 也带来了积极乐
观、勇敢协作的精神和健康运动
的理念。

支教课堂上，上海长宁消防
救援支队应磊鸣警官带来生动
的消防安全教育课程。 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的两位老师和媒体
老师们，也带来了关于科技文化
等不同领域的精彩分享。 城市的
多彩和文化的多样，就这样通过
一堂堂课程传递给了孩子们。

通过不断带动身边更多的
人投入公益事业，以及持续的公
益方式创新，“一厘米温暖”云南
行也获得了学校及当地教育局
等一行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教育
局长侯永明表示：“中南集团的
无私捐赠，是用实际行动回报社
会。 江东小学将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努力回报中南集团的爱心善
举。 ”

践行公益创新

相比一个人的努力，更重要
的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在公
益参与方面，中南坚持公益一定
要让人人都参与其中，且对个人
都有价值可言。

近年来，“一厘米温暖”“安
全斑马线”“橙色总动员”“黄金
四分钟” 四大公益不断融合，从
集团到各区域， 从中南自身开
始，不断带动身边力量，将美好
与温暖带到全国各地。

在中南置地所打造的“健康
TED 社区”中，也强调与业主一
起践行公益事业，获得精神的健

康。 一厘米温暖活动中，中南各
区域公司组织业主共同参与，许
多业主也借此机会，走上了公益
的道路。 在中南，公益已经从企
业行为演变成了社会共建行为。

坚持以文化立基，以共同的
理念、价值观为导向，让中南公
益渐渐显露出独特而持久的生
命力。

本次云南公益行，是中南在
公益道路上的又一次身体力行。
在政府、高校、企业、媒体的多方
努力下，公益已经变得越来越美
好。 中南的特色公益之路，正是
在传统公益的基础上，通过创新
理念的加入，让公益事业变得更
具活力。 未来，也期待中南持续
发力，为公益事业开展更多有益
的尝试。 （徐辉）

� � 为了推进中国地区环境保
护事业的进一步展开，加速环保
人才的培养，三菱电机（中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菱电机”）
今年继续与中国共青团国际交
流中心合作，于 10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三菱电
机中国青年环保推进活动”。

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主
任马兴民，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堤
尚広，三菱电机株式会社执行董
事、 中国总代表·三菱电机（中

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富
泽克行，三菱电机株式会社环境
推进本部副本部长熊田辉彦等
出席活动并致辞。

2019 年，中日两国政府为促
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加强青少
年之间的交流， 将 2019 年确定
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 本
次“三菱电机中国青年环保推进
活动”更是非常荣幸地作为“中
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纪念活动
顺利展开，并在 2018 年荣获“中

国公益节的绿色典范奖”， 得到
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在首日的“三菱电机中国环
保论坛”上，嘉宾们围绕“绿色制
造与可持续发展” 这一主题，展
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国际青年交
流中心主任马兴民在致辞时强
调：“环保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
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生活在同
一个地球村， 建设一个清洁美
丽、共同繁荣、命运与共的美好
世界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今年也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和日本‘令和’元年，在这样一个
值得纪念的年份里，举办‘三菱
电机中国青年环保推进活动’，
对推动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增进
中日两国青年之间的相互理解
具有重要意义。 ”

三菱电机富泽总代表也用
中文发表了演讲，他表示：“绿色
发展、生态环保是被广泛关注的
中国社会问题。 三菱电机作为拥
有悠久历史的国际知名企业，以
打造全球环保先进企业为目标，
不断向市场提供环保产品和技

术，参与中国的智能制造和绿色
制造的建设。 同时、通过企业活
动全面致力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为达成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倾力前行。三菱电机为
中国提供能源最优化和绿色制
造解决方案，得到政府和社会的
广泛好评。 ”

同时、在采访环节，关于媒
体提问三菱电机希望通过开展
本次活动达到怎样的效果时，富
泽总代表也做出了回答：“青年
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中国国际
青年交流中心是中国青年参加
国际交流的平台，在广大青年群
体中有着绝对影响力。 希望通过
与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共同
举办的环保公益活动，让更多的
中国青年人能够更深入理解和
认同三菱电机的环保理念，以带
动更多的青年人加入我们，共同
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和绿色制造
贡献力量。 ”

作为三菱电机环保推进活
动的重要一环，“2019 年度中国
青年环保资助项目”积极引导广

大青年参与中国的环保公益事
业， 提高青年群体的社会责任
感。从今年 6 月开始，面向 18~45
周岁的各界青年和以该年龄段
为主体的青年团队，以“创造低
碳社会”“创造循环型社会”“生
物多样性”和“智能制造、绿色制
造”为主题，征集环保类项目。 经
过评委会的严格筛选， 共评出
《无塑粮品》 等 8 个项目获得项
目资助，《创建生态文明系列》等
5 个团队或个人获得创意资助。

颁奖仪式后，由三菱电机株
式会社环境推进本部熊田辉彦
副本部长以“三菱电机集团‘环
境展望 2050’” 为主题发表了演
讲。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卢春阳
博士则以“绿色制造”为主题，阐
述了观点。 据了解，今年 8 月，三
菱电机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
环境保护的智能化和效率化领
域展开紧密合作，共同为中国的
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作贡献，同
时也为积极推动中日友好合作
而做出了表率。 （苏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