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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衣库向青海捐赠爱心衣物
为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注入力量

精准帮扶 4 州市 6 县区

为了让贫困地区的老人和
孩子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和力量，
优衣库自 2012 年开始启动“全
商品回收再利用”项目，鼓励大
众到门店捐赠闲置衣服，传递服
装的力量。 目前，优衣库中国地
区所有门店都已覆盖全商品回
收再利用项目。 截至 2019 年 9
月，该项目使约 360 万件旧衣的
生命得以延续。

连续数年，优衣库携手中国
宋庆龄基金会， 曾赴湖南湘西、
云南鲁甸、贵州雷山等地捐赠衣

物，为当地送去关爱，共使逾 30
万户家庭从中受益。

青海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
部分地区受高海拔和秋冬降雪
影响，御寒的衣物成为当地民众
的生活紧需。 据优衣库品牌负责
人介绍，此次捐赠，优衣库根据
青海人民的实际生活需求，准备
了 7 万余件衣物，除大众捐赠的
约 2 万件厚衣物外，其余均为全
新衣物。 此次捐赠覆盖青海省玉
树藏族自治州、 果洛藏族自治
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及海东市等
4 州市 6 个县区。

“社会公益需要有爱心且有
能力的企业支持，感谢优衣库一
直以来的慷慨援助，并不断主动
探索创新公益模式。 希望每一件
承载社会大众爱心的衣物，可以
将温暖和善意传递给青海当地
人民，为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
里注入力量，让各族人民共享发
展成果。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项
目处副调研员赵宾在捐赠仪式
中说道。

除了延续以往为孩子和贫
困人群捐赠衣物外，今年，优衣
库在项目所在地重点选取了 5
家建档立卡贫困户，分组进行入
户探访，了解受捐赠家庭的真实
需求，根据提前收集的每户家庭
成员的尺码，将衣物送至深度贫
困户手中。

由物质帮扶到精神启发

伴随此次捐赠，优衣库还在
当地增设了“梦想课堂”环节。

在囊谦县第一民族中学的
教室里，优衣库的志愿者们和学
生们围坐一起，进行了一场关于
成长和梦想的深度交流，分享彼
此在成长中受启发的书籍，畅谈

人生梦想。
来自重庆的曹凡华分享了

自己在优衣库的成长经历， 从 8
年前走出县城的一名懵懂胆怯
女孩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干练店
长，她从优衣库“服适人生”的理
念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力量。 志
愿者们的经历为同学们打开了
一个全新的广阔世界，大家也纷
纷描绘对未来的美好想象。

优衣库深知单一的物质援
助无法从根本解决贫困问题，只
有让知识流动起来， 授人以渔，
才能更好地帮助年轻学生成长。
“着眼于学生们的精神需求，优
衣库希望连接企业内优质的导
师资源，与当地学生们建立长期
的联系，不断丰富学生们的世界
观，持续引导，助力学生们的未
来发展。 ”优衣库中国品牌负责
人说道。

以服装之力助社会发展

来自重庆的店长曹凡华告
诉《公益时报》记者，此次参与到
捐赠活动中来的 4 名志愿者均
来自总部和店铺运营，且都是在
衣物捐赠上做出巨大贡献的爱
心员工。

之所以让员工志愿者参与
到捐赠活动中，优衣库中国品牌
负责人表示，优衣库希望员工更
多地参与到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中来，以自身感受不断提升自我
的意识和行动，和优衣库一起号
召更多身边人、更多消费者共同
行动，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
献，在穿着之外，最大限度挖掘
服装的更多价值。

志愿者员工参与捐赠活动
是优衣库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
部分，也是优衣库重视人才培养

的体现。 优衣库把服装行业内的
经营能力和执行力传授给员工，
希望他们不仅为优衣库服务，也
能成为带领整个行业可持续发
展的中流砥柱。 此外，优衣库还
通过举行店铺设计大赛、优衣库
商业设计大赛、开展优衣库奖学
金项目等，为零售行业的创新和
发展培养未来的经营人才。

优衣库全球 3500 家门店都
设置了旧衣回收设施，将回收分
拣后的服装送到需要帮助的人
们手中，给予它们第二次生命。

除以门店作为连接更多社
会爱心与服装力量的载体，优
衣库还结合传统文化传承，助
力地区社会发展。 优衣库在今
年 7 月启动全商品回收再利用
项目以及“传承新生 传递优绣
的力量”苗绣项目，将来自湘西
苗寨的 4 万余枚苗绣绣片通过
旧衣回收活动传递至爱心人士
手中， 帮助 400 余名绣娘获得
人均 1300 元的收入增加。 此类

活动不但对当地社会带来经济
回报， 并且唤醒了人们对传统
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力量与价值
的重视与传承。

与此同时，优衣库通过产品
创新和供应链的不断升级改造，
减少企业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服
装制造需要耗用大量水资源，为
降低供应链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优衣库不断创新科技，改进生产
工艺，与主要合作伙伴共同开展
节水节能活动，例如与主要合作
伙伴鲁泰纺织先后建立了四个
污水处理厂和一个净水厂，让污
水循环利用，由此来打造对环境
友好的供应链。

多年来，优衣库一直将可持
续发展视为企业发展的前提和
必要条件。 未来，优衣库希望持
续集结更多社会大众的参与，共
同探索衣物的新价值，通过服装
的力量，把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更
有温度，为各地区的人们带来更
好的生活。 （李庆）

近日，“健步母亲河 健康扶
贫行”2019 健行者公益徒步活动
在山西省永和县黄河乾坤湾拉
开帷幕。 该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扶贫办指导，中国人口宣传教
育中心、山西省永和县委县政府

联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
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国家体育总
局科研所、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等
诸多机构联合举办。

据介绍，健行者是一项全民
健康与全民健身运动的盛会，主

题为“健步母亲河、健康扶贫行、
动员全社会、决胜攻坚战”。 活动
邀请了举重世界冠军廖辉、歌手
云飞出任爱心大使。 来自全国的
近 500 名徒步爱好者齐聚永和，
参加 35 公里实地挑战。 中国人
口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姚宏文表
示， 健行者是健康生活的践行
者，是健康扶贫的倡导者，是健
康理念的传播者。

山西省永和县是国家卫生
健康委定点扶贫县。 这里不仅
有雄伟壮观的黄河乾坤湾，还
曾是毛泽东率红军东征的回师
西渡渡口， 黄河文化和红色旅
游资源丰富。 但由于山高沟深、
自然条件恶劣， 永和发展相对
滞后。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国
家卫生健康委持续加大帮扶力
度，多方协调政策、资源支持永
和县发展。

日前， 来自全国各地的健
行者们走进永和县， 沿着黄河

一路穿过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
园、红军东征纪念馆、黄河古渡
口、古村落等地，在健身的同时
亲身体验黄河文化、东征精神，
并参与脱贫攻坚事业。 该活动
将在集中宣传永和县旅游文化
资源、 有效带动旅游发展和消
费扶贫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现场参与者表示：“每个人的一
小步， 都将为贫困地区发展和
贫困人口脱贫带来一点改变，
都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一
份贡献。 ”

据悉，通过该活动，健行者
们面向社会募集善款， 定向为
吕梁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的永和县、大宁县、清涧县、子
洲县村医捐赠医用摩托车，为
村医赋能， 为村民健康提供保
障。 截至目前，华为运动健康和
中国平安已经确定为项目战略
合作伙伴，复星基金会、华润健
康医疗、可口可乐、玛氏中国、

施慧达药业、东阿阿胶、微医集
团、恒瑞制药等 20 余家企业确
定为项目爱心合作伙伴， 筹集
资金、 物资价值已超过 200 万
元。活动募捐将持续到 10 月 31
日结束。

主办方介绍， 在贫困地区，
乡村医生是村民健康的第一守
门人。 目前中国约有 144 万名村
医，他们工作条件艰苦、收入微
薄，却默默地守护着近 6 亿农民
的健康。 由于村民居住分散，地
形复杂， 村医出诊存在巨大困
难，摩托车有可能成为村医出诊
的最佳交通工具。

此次项目还引入了消费扶
贫项目，每一位健行者都可自愿
认领黄河岸边的枣树，结对帮扶
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此外，健行
者完成不同募捐额度，还会收到
大宁山地苹果、 子洲县放养山
羊、清涧黑毛土猪等回报。

（皮磊）

健行者以行走助力吕梁脱贫

从玉树巴塘到囊谦县
的国道上，一座座雪山从两
侧掠过，高耸入云的垭口和
山脊、攀绕于半山腰的柏油
路，诠释着海拔高和距离远
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发展障
碍。 高寒、缺氧、基础设施滞
后 、公共服务不足 ，让青海
囊谦这座总人口达 12 万人
的历史文化重镇成为深度
贫困的代名词。

2019 年 10 月 16 日，囊
谦下起了冰雹， 寒意初现，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优衣
库专项基金’衣物捐赠仪式
在青海省囊谦县第一民族
中学举行。 优衣库捐赠了价
值约 600 万元的 7 万余件
爱心衣物，为青海地区的脱
贫攻坚尽己所能，希望通过
一件件衣服承载的爱心，为
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
注入力量。

”

多年来，优衣库一直致力于通过服装的力量，把有意义的事情变
得有温度，为各地区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图为囊谦县第一民族中
学的学生在挑选爱心衣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