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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哲瀚担任快乐大使 一万只冰淇淋进西藏
舔着手里的冰淇淋，稚嫩的

藏族小男生脸上露出羞涩笑容；
从没吃过冰淇淋的淳朴的藏族
老阿妈手忙脚乱地扯着，不知如
何撕开冰淇淋的包装纸，在帮助
下 ， 终于尝到冰淇淋香甜的味
道，老阿妈露出满足的笑容。

近日，演员张哲瀚担任快乐
传递大使，由联合利华旗下冰淇
淋品牌和路雪携手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发起的促进乡村振兴，
关注藏区文化的 “和路雪·心路
计划”在拉萨启动。

该计划除了在现场和藏民们
分享了清凉的冰淇淋的快乐，还
在拉萨堆龙德庆区帮普村及措麦
村，为藏民们打造包括“舞蹈房”
“阅读室”“观影室”和“电脑室“在
内的“心路文化活动空间”，助力
乡村文化振兴与发展， 带给西藏
居民更多快乐生活体验。

快乐大使张哲瀚

从张哲瀚担任快乐大使开
始，“和路雪·心路计划” 在网上
迅速获得 100 多万人次关注。
“张哲瀚的粉丝起到很大作用，
扩大了行动的影响力。 ”联合利
华食品冰淇淋饮料事业部北亚
区副总裁徐宇淙告诉《公益时
报》：“向上向善的艺人在做公益
的时候， 都会得到粉丝的支持，
从这方面，也能看到公益宣传大
使的影响力。 ”

为什么选择张哲瀚担任快
乐大使？ 徐宇淙说，张哲瀚一直
在做公益的事情。 在之前还未被
公众认知时，他一直在默默无闻
做事情。 现在，他还是在延续他
做的公益的事情，持之以恒在做
（公益），这是联合利华选择艺人
非常关键的因素。

由于身体原因，张哲瀚并未
亲临现场。 对于拉萨，张哲瀚并
不陌生。 2012 年，他曾从成都出
发，一路骑行至拉萨。 这一路上，
经历了各种坎坷： 山体滑坡、武

警封路、伙伴受伤返程、因客房
满员而被迫住进正在漏雨的地
下室等。 但他也始终心怀善意，
沿途帮助十几名素不相识的车
友，把自行车逐一扛过被泥石流
淹没的路段。 耗费一个月的时
间， 张哲瀚终于骑行到拉萨，实
现了自己毕业旅行的计划。

无论是在以前“十年硬汉无
人知”的寂寂无名时，还是“一朝
老婆天下闻”的大火的现在，张哲
瀚都在身体力行做公益。 本次河
南水灾，张哲瀚第一时间捐款 100
万元。在此之前，张哲瀚担任多个
公益项目大使， 号召大家关注生
物多样性，关注乡村儿童等。

送冰淇淋进西藏

从 7 月 18 日正式启动冰淇
淋派发活动开始，和路雪一辆装
有 1 万只冰淇淋的冷藏车，已沿
着设计好的路线送到以拉萨为
中心的周边乡村。

万里迢迢只为将 1 万只冰
淇淋送到青藏高原， 送到淳朴的
藏民手里， 这是个很有创意的公
益项目。 其实早在两年前和路雪
已经开始了尝试。和路雪发现，很
多藏民养牛、养羊，吃过牛奶、羊
奶， 但却没吃过用牛奶制成的冰
淇淋。当把冰淇淋送给小朋友时，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打开：对
于一些人来说，是人生第一次接

触到这种叫冰淇淋的东西。
这就给到了和路雪启发：给

他们带去吃冰淇淋的快乐。
“通过研究发现，吃冰淇淋

不仅有防暑降温功能，其实也是
情感上的加强。 我们在欧洲做过
实验， 扫描被实验者的脑电波。
吃冰淇淋后再去扫描脑电波发
觉控制愉悦的神经异常活跃，所
以生理层面看，吃冰淇淋可以让
人心情愉悦。 ”徐宇淙向《公益时
报》介绍了发起该计划的初衷。

“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
说，冰淇淋触手可得，但在一些
偏远地区，冰淇淋并不那么容易
得到。 和路雪是代表快乐的产品
（品类），是否能够通过我们的努
力， 把这份快乐传播到更多地
方？ 这是我们最早设计和开展

‘和路雪·心路计划’的出发点。 ”
徐宇淙说。

徐宇淙告诉《公益时报》，近
年来， 国家非常关注乡村振兴。
现在乡村物质基础其实非常好，
希望能够让乡村的精神文明能
够进一步提升。 冰淇淋与生俱来
会把很多人聚在一起。“我们希
望在乡村很好的物质之上，帮助
实现精神文化上的提升，通过冰
淇淋把人跟人聚在一起，把冰淇
淋分享快乐的功能完美呈现出
来。 ”徐宇淙认为这是从国家发
展、 乡村需求以及产品层面、功
能层面和情感层面几个方面的

考虑来发起的这个活动。

更持久分享快乐

“和路雪·心路计划”打造的
两座“心路文化活动空间“将为
当地 2000 余位乡村居民带来更
多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互动体
验，让更多人在空间活动分享和
传递快乐， 并把快乐长久地留
存，持续发展下去。

为弘扬西藏地区独有的民族
文化，心路文化空间的“舞蹈房”中
设置了供舞蹈练习使用的专业音
响，让舞蹈团队和表演团队能够有
更好的排练空间，还配备了更加专
业的视频播放设备，方便更多人加
入学习民族传统文化表演。

不仅如此，“阅读室”“观影
室”和“电脑室”配备了电脑、Ai学
习机， 符合不同年龄段阅读需求
的课外读物以及学龄前幼儿绘本
等丰富认知、开拓视野，增强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物资与设备。 视
频播放设备不仅定期为居民播放
流行的影视作品， 还能为具有不
同学习需求的各年龄段居民播放
网络课程，打造社区“第二课堂”。

在“启蒙活动室”中，乐高积
木、创意磁力棒、折纸书、绘图
本、小钢琴等有助于儿童早期智
力启蒙的物资全面入驻空间，还
根据儿童成长的需要，配备了儿
童安全滑梯、海洋球、滑板车等
体育用品，助力儿童早期在艺术
表达、运动能力、身体协调性等
方面全面发展，更为良好的亲子
互动提供了设备设施与空间。

该项目还设立“和路雪·心
路计划公益基金”， 将依托心路
文化空间，结合当地传统文化节
日和当地学校教育，通过丰富的
文化主题活动，让不同年龄的居
民都能够在“心路文化空间”享
受快乐时光。

“快乐并非小事，要提高人
们生活的幸福感受，不断传递和
分享快乐至关重要。‘同心·同

路·同快乐’是‘和路雪·心路计
划’传递的公益理念，更体现了
我们同心合力，一路前行，为更
多人分享快乐的决心。 ”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房志说。

实现生活可持续

“我们在做生意的同时希望
能回馈社会， 这不仅是和路雪，
也是整个联合利华公司这些年
一直倡导的理念。 联合利华希望
能够让可持续生活成为常态，这
种可持续包括在生产产品时的可
持续， 售卖产品时的可持续以及
消费者消费我们产品时的可持
续。 ”徐宇淙说，在开展业务的同
时， 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同
时，也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快乐、
更美好， 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和路雪抓住其作为防暑降温产
品属性的同时， 再加上能让人心
情更愉悦这一功能点， 从此处出
发，让可持续生活不断推进。 ”

据了解，1993 年当和路雪进
入中国市场时， 一直把创造快
乐、 分享快乐作为重要诉求点，
快乐不分地域、不分年纪，和路
雪卖的不止是防暑降温的冰淇
淋，更是当消费者吃完冰淇淋以
后发自内心微笑。

“我们希望每天能够有一亿个
微笑挂在中国人脸上。”徐宇淙说，
希望有一天，这里吃了和路雪冰淇
淋的小孩长大了，在工作以后能够
到整个冰淇淋生意当中，继续去为
快乐事业添砖加瓦。“从村民的物
质需求到精神文化需求，一起抓才
能更好地帮助乡村建设。 ”

京东到家、叮咚买菜、多点、
永辉超市、北京物美、联华超市
等商超与电商平台代表作为快
乐支持单位悉数到场，共同见证
快乐的开启。“希望通过线上与
线下结合，让消费者知道行动的
存在， 能够吸引消费者参与进
来，共同关注乡村文化生活的建
设。 ”徐宇淙说。 （徐辉）

7月 26日，“春蕾计划———梦
想未来行动·春蕾女孩科技与音
乐素养提升”公益项目在京启动。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向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简称“中国儿基会”）
捐赠 500万元， 用于在三年内为
全国 10 所学校的春蕾女孩提供
科技与音乐素养教育软硬件投
入， 在提升学校日常素质教育水
平的同时， 助力一批春蕾女孩在
科技领域的长远发展， 打造一支
高水平的春蕾合唱团， 并形成广
泛的社会带动效应，塑造“春蕾计
划”创新发展的靓丽名片。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
员赵雯表示，项目对于培养春蕾女
孩掌握时代发展新技能、提升审美
和人文素养、 激发创新活力和潜
力、不断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积极意义。
腾讯公司副总裁、可持续社

会价值事业部负责人陈菊红表
示，困境女孩群体面临数字素养
教育资源不足，硬件、师资、互动
交流活动等资源的稀缺，成为限
制她们综合素质提升与职业发
展的障碍。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将继续在做好公益捐赠的同时，
积极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
其中，并期待在“春蕾计划”框架
下与中国儿基会共同探索、创
新，助力春蕾女孩科技与音乐素
养等综合素质提升，用科技和文
化点亮春蕾女孩的梦想，为春蕾
女孩实现健康、安全、全面发展，
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活动现场，中国儿基会与腾
讯公司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 腾

讯公司将围绕科技与音乐等重
点领域，提供相关公益教育课程
及数字化技术能力。 双方将携手
深化“春蕾计划”项目内涵，探索
推动春蕾女孩综合素质提升与
职业发展的新内容、新模式。

在未来的合作中，腾讯青少
年科技学习中心将依托互联网
公益科教资源，与中国儿基会共
同开展 InnoGirls（科技女孩）公益
项目，内容包括开展互联网创新
科技课程与青少年通识素养课
程； 举办专项素养营地活动，为
春蕾女孩提供实地课程学习和
项目实战机会；发起成立专项志
愿者团队，带动包括腾讯公司员
工等爱心人士贡献公益力量，助
力春蕾女孩在科技视野、技术能
力、通识素质上的全面发展。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将积极
助力中国儿基会开展音乐培训
课程、 春蕾女孩合唱团素养营
地与演出活动， 共同助推春蕾
女孩在音乐审美、 艺术视野上
的发展 ，增强
她 们 追 求 平
等、美好生活
的信心。

据腾讯青
少年科技学习
中心负责人宁
朵介绍， 随着
此次腾讯公司
与中国儿基会
达成合作，期
待用公益、创
新、 多元的互
联网公益科教

内容，启发春蕾女孩对科技的兴
趣，培养自强、自信、创新、进取
的新一代科技女孩，用科技向善
的温暖力量助力春蕾绽放。

（张明敏）

中国儿基会携手腾讯共促春蕾女孩提升科技与音乐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