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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 020 年 11 月 8 日下午 ，
金茂北京第五届绿色公

益行活动走进北京光爱学校，携
五城业主代表，带着北京、天津、
青岛 、郑州 、济南金茂爱心业主
及员工们的爱心，为孩子们送去
加绒运动鞋、保暖内衣、牛奶、巧
克力 、超大容量的洗衣机 、书籍
等若干物资，并在现场举行爱心
物资的捐赠活动。

现场，50 多位金茂业主志愿
者从个人职业及爱好出发，集体
为光爱学校的孩子共创“一堂好
课”，通过指导孩子们绘画、做游
戏等方式，激发孩子内心美好的
部分，在梦与现实的交织中 ,找回
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与此同时 ，
金茂小业主与光爱学校的学生
一起参与游戏互动、交流作画并
互赠画作、 一起过生日等环节 ，
促进了孩子们的交流互动，共同
成长，也为绿色公益行活动赋予
了更多的温暖与爱。

今年 7 月份 ，金茂北京开展
了线上认购果蔬盲盒的公益活
动，业主通过线上认购果蔬盲盒
进行公益基金的募集，为在疫情
期间奋战在一线的志愿者、环卫
工人、 外卖小哥送去爱心物资 ，
感谢他们为守护金茂家园做出
的贡献。 与此同时，认购果蔬筹
集的爱心资金还为北京光爱学
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购买爱心物
资，让孩子们的冬天不再寒冷。

绿色公益行
助力金茂业主爱心落地

金茂北京自 2016 年起，深耕
“绿色公益行”爱心捐助行动，于
每年盛夏携手北京、青岛、天津、
郑州、济南五城金茂业主助力爱
心落地，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公
益活动，所募集的爱心所得将全
部汇集“爱心基金池”，用来帮扶
贫困地区学校和儿童，为他们的
生活和学习给予保障，为需要帮
助的孩子送去关怀与温暖。

张慧作为金茂北京的业主代
表是第一次来北京光爱学校，她
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此行让她
和孩子真正意识到了公益的意义
所在，“世间的幸运向来相似，而
不幸却有千万种”， 这群流浪儿
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孩子作为
祖国的未来， 应该受到更多的帮
助。 现场，她和五岁的孩子呼吁，
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多多关
注光爱学校，关注这群“三流”儿
童，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同时， 希望借助社会的力量为学
校提升和完善设施设备。

在张慧看来， 金茂北京绿色
公益行活动唤醒了她的爱心，同
时给她创造了一个奉献爱心的出
处，这是该活动的最大意义所在。

吕晶晶作为光爱学校的学
生代表，对来自金茂及业主的爱

心表示感恩，正是因为这些爱心
人士的捐赠，让她和妹妹有了稳
定的学可以上。

对于单亲家庭长大的吕晶晶
来说， 她格外珍惜在光爱学校上
学的机会，她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 在这里我不需要一分钱就可
以生活， 只要靠自己努力学习获
取爱心即可兑换所有生活用品。

“我长大后也想像今天来看我们
的叔叔阿姨一样， 力所能及地去
帮助他人， 把我收获的每一份爱
心一直传递下去。 ”吕晶晶说。

据了解，今年是金茂北京绿
色公益行走进光爱学校的第 5
年。 5 年间，金茂华北区域联动北
京、青岛、天津、济南、郑州的
4000 多户业主加入金茂微公益
行列，为 5 省市的 5 所特殊学校
的孩子送去了爱心物资，分别为
北京光爱学校、安徽金寨光爱学
校、 山东济南星神特殊教育学
校、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大井寄
宿制小学、西藏漾堤口小学。

“光爱公益部落”
探索激活社群活跃度模式

金茂 U+中心， 作为中国金
茂北京区域旗下社区美好生活
方式运营服务平台，以社群为纽
带打造熟人社会与富有温度的
邻里关系， 通过人与人的连接，
成为构筑社区美好生活可持续

发光的光点。 金茂绿色公益行活
动的开展，就是充分汇聚起业主
的力量，给予业主在公益慈善事
业方面奉献爱心的一个出处，让
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金茂北京第五届绿色公
益行活动现场，宣布成立了新的
U+部落———光爱公益部落，该部
落由金茂业主、李想先生倡议发
起，将致力于募集善款、扶贫济
困、教育帮扶、公益援助，打造汇
聚爱心，智慧、资源和力量的开
放性公益平台。

“2019年，我曾跟随金茂前往
安徽金寨的光爱分校，当时被孩子
们的热情和朴实深深触动。与此同
时，金茂每年开展的绿色公益行活
动非常有意义，为了能够汇集更多
的力量，帮助像光爱学校的这类孩

子。 所以我想成立光爱公益部落，
汇聚更多北京金茂的业主和更多
的爱心人士加入到部落中来，和我
们一起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谈及成立
光爱部落的初衷，李先生谈道。

“光爱公益部落”的成立正
是试图探索有效激活社群活跃
度模式，让金茂北京绿色公益行
活动能够有更好延展的同时，让
公益活动更加可持续。

从绿色建筑到绿色生活，从
对金茂邻居的生活陪伴， 到对社
会弱势群体的关爱， 不断拓宽公
益范畴，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持续
为爱发声。同时，让参与绿色公益
行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家庭，都
能在其中收获对健康、 对所追求
的美好生活方式的实践。 （李庆）

金茂北京“第五届绿色公益行”圆满落幕
成立“光爱公益部落”，有效探索激活社群活跃度模式

2020 年 11 月 11 日，第二届
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在武汉国际
博览中心开幕。 期间，泰康溢彩
公益基金会举行了泰康溢彩百
家养老机构授牌活动，武汉市民
政局副局长彭莉莉，泰康保险集
团助理总裁、泰康溢彩公益基金
会理事长应惟伟，泰康溢彩公益
基金会秘书长赵力文，以及来自
全国的溢彩养老机构代表、合作
伙伴、爱心企业及志愿者等参与
活动。 湖北省黄石市福利院作为
第 100 家溢彩捐助机构接受了
授牌。

应惟伟在致辞中谈道，“十
四五”期间，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
人口将突破 3 亿，我国将从轻度
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时代。 十
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

“疫情平稳后，在武汉这个
英雄的城市举办这个活动具有
特殊的意义。 泰康作为一家大健
康生态企业，以关爱生命、造福
民生为宗旨，用公益的力量应对
老龄化挑战，发起实施溢彩千家
养老机构资助项目。 两年来，我

们已在全国资助养老机构 100
家，覆盖 28 个省份，惠及老人 3
万名， 通过捐赠医疗康复设备、
培训养老从业者、支持信息化建
设赋能养老机构发展，改善老人
的生活质量。 同时，溢彩的同行
者也越来越多，逐步成为一个爱
的能量场，未来希望大家一起努
力，为养老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
应惟伟表示。

据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彭
莉莉介绍， 武汉全市 65 岁以上
老人已达 130 万，老龄化程度达
到 15%， 让老年人享有高品质养

老服务，需要政府、社会、公益组
织、 养老机构各方的共同努力。
泰康溢彩基金会在赋能养老行
业发展、抗击新冠疫情等方面给
予武汉和湖北极大的支持。

基金会第一时间向武汉的
养老院捐赠防护物资和《疫情防
控中的心理保健和干预》 一书，
守护老人的安全健康，还资助实
施了“溢彩心晴-武汉养老机构
疫后心理支持项目”， 引入专业
社工理念，为汉阳区、江汉区 22
家养老机构的 2000 余名老人和
员工提供心理关爱服务，帮助他

们恢复正常生活， 促进身心健
康，发挥了示范效应。

作为泰康溢彩资助的第 100
家养老机构，黄石市福利院何苗
院长表示：“作为黄石唯一的公
办综合型福利机构，加入溢彩给
机构的发展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未来，我们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
任，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让老
人更健康、更幸福。 ”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泰康溢
彩基金会联合泰康健投、 泰康养
老、日医、上海抚理编写的《养老
服务机构管理者培训》《养老服务
机构护理骨干培训》 两本教材已
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正式
出版。 这套教材凝聚了养老行业
多位专家和一线服务人员的宝贵
经验，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实践
性、指导性。 据悉，这也是业内首
套由公益基金会组织编写的养老
行业从业人员培训图书。

泰康溢彩相关负责人表
示，养老享老不是一句口号，而
是需要行动来实现。 未来，泰康
溢彩将持续开拓创新， 动员更
多资源参与养老公益事业，继
续用公益力量推动养老行业发
展， 为中国养老服务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 （皮磊 ）

用公益力量推动养老行业发展
泰康溢彩捐助第 100 家养老机构揭牌

泰康溢彩捐助第 100 家养老机构授牌仪式 向养老机构赠送行业人员培训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