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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十一载 落地青海黄河源

“力士·绿哈达行动”植绿中国生态第三极
9 月 27 日，由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及联合利华力士品牌联
合发起的“力士·绿哈达行动”在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
拉西瓦镇举行 2021 年草场见证
仪式。 今年是该行动持续开展的
第 11 年， 自 2011 年项目启动至
今，“力士·绿哈达行动” 在青藏
高原地区 7 个县区的 10 个乡镇
累计种植牧草 16,950 亩，合计约
11,300,000 平方米。 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任
永禄，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副
理事长官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副秘书长王振刚，联合利华中
国身体清洁品类市场部总监张
舒弋等领导出席见证仪式现场。

砥砺十载，“力士·绿哈达行
动”在西藏种植牧草超过 1000 万
平方米。 再启程秉初心，行动持
续关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建设。
经过多方调研，2021 年“力士·绿
哈达行动”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林周县松盘乡种植牧草 700 亩
的同时，也来到青藏高原的另一

板块———青海，在青海省海南州
贵德县拉西瓦镇种植牧草 800
亩，不仅巩固了西藏种植牧草的
成果，也将行动多年来积累的成
功经验复制到当地。

“力士·绿哈达行动”发起方
代表、 联合利华中国身体清洁品
类市场部总监张舒弋表示：“在未
来， 我们希望继续发挥联合利华
的优势，不断携手更多社会力量，
也将行动积累的成功经验不断复
制和传播， 通过‘绿哈达公益平
台’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青藏
高原更多地区带来长效的生态价
值、公益价值和社会价值。 ”

当日，出席活动现场的嘉宾
还前往西域诺珍牦牛养殖合作
社进行参观，这一合作社是贵德
县重要的牦牛饲养生态牧场之
一，“力士·绿哈达行动” 种植的
牧草在三年封育期过后，也将供
应合作社牦牛饲草，为支持当地
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021 年“力士·绿哈达行动”
委托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作

为执行单位，在贵德县拉西瓦镇
巴卡台草原种植牧草 800 亩，采
用冷地早熟禾与垂穗披碱草混
播的方式，对当地高原草地进行
“抢救式”恢复。

2021 年， 联合利华全球
发布指南针战略， 进一步推
动可持续发展理念与业务的
全面融合，从关注气候变化、
保护和重塑自然、 减塑等多
个方面采取行动。 而对于“力
士·绿哈达行动”来说，新的

十年历程将秉承初心，持续携手
更多公益力量，守护青藏高原上
中国生态的“第三极”，也共建生
态经济的共同体。

同样，“力士·绿哈达行动”

也得到了诸多企业外部力量的
支持。 基于“绿哈达公益平台”，
力士携手诸多社会知名人士作
为品牌公益大使以及线上、线下
的商业合作伙伴，持续为公益行
动注入活力。 作为 2021 年力士
品牌公益大使，知名歌手吉克隽
逸也通过线上参与的方式发起
“绿色号召”，呼吁更多人关注青
藏高原生态环境建设，身体力行
支持“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知名商超及电商品牌重百超
市、多点、华润万家、京东到家、京
喜、 青海锦源等来自全国各地公
益合作伙伴也通过“力士·绿哈达
行动” 深入大美青海的黄河源头
地区， 共同见证行动对高原生态
带来的改变。 （李庆）

据专家预计，到 2030 年我国
老龄人口将近 3 亿，而空巢老人
家庭比例或将达到 90%，这意味
着届时我国空巢老人数量将超
过 2 亿。

为了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
德，让空巢老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与关爱，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
全国 20家合作媒体，发起“今天让
我来陪你”重阳节空巢老人关爱计
划，即日起正式招募志愿者、征集
空巢老人的故事及心愿。

破解空巢之困
需要社会“爱的补位”

破解空巢老人的困境，需要
儿女“常回家看看”，也需要社会
更多“爱的补位”。 过去 8 年来，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曾奖励过
许多关爱老人的凡人善举，这些
获奖者的暖心行动，不仅改变了
老人的晚年命运，也给社会提供
了一个个温暖的范本。

广西柳州， 今年 85 岁的谢
华英阿婆，10 多年前丈夫与儿子
相继离世，留下她一个人独自拖
着病体艰难生活。 在她最绝望无
助的时候，住在隔壁楼栋的邻居
冯锦秀站了出来， 陪她说话、带
她散步、 擦药按摩、 交水电费
……这一照顾就是十多年，不是
女儿胜似女儿。

“从个案的奖励表彰到模式
化的探索，从物质上的帮扶到精
神上的陪伴，天天正能量的初心
始终不变，就是希望能够唤醒更
多人对空巢老人的关注，给予他
们更多的温暖和呵护，让‘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蔚然成风。 ”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负责人说。

“益”起行动
用爱填满空巢老人的心

据了解，“今天让我来陪你”
重阳节空巢老人关爱计划，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将联合全国各
地近 20 家媒体共同发起， 计划
在全国寻找 100 组空巢老人，在
重阳节到来之际，组织志愿者和
爱心人士进行重点的关爱和帮
扶，陪伴他们一起度过一个难忘
的重阳节。 同时，天天正能量也
鼓励志愿者和身边的空巢老人
结对，定期对老人进行关怀和探
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些
困难和问题，让他们的生活多一
份快乐和阳光。

天天正能量即日起正式面
向全社会征集空巢老人的故事
及心愿。 社区或者农村的空巢、
独居、困难、高龄和残疾老人，精
神长期空虚、 生活枯燥单调、需
要关爱陪伴的老人，均可报名参
与，媒体将酌情选择具有代表性
的案例进行重点关爱。

与此同时，志愿者的招募工
作目前也已启动。 报名志愿者需
有助老活动经验，善于和老人沟
通，了解空巢老人所面对的困难
和需求， 有同理心和服务意识。
有心理辅导经验的志愿者可优
先入选。

更多活动详情及进展， 可关
注媒体持续报道及“天天正能量”
官方微博、微信账号（id：zhnlali）。

（李庆）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邀您陪空巢老人一起过重阳

小区满载轻歌曼舞， 邻里
居民相见甚欢，国庆节已过，但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善缘家园
却依然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10
月 10 日上午，善缘家园的居民
迎来了“社区邻里节”，平时难
得说上几句话的居民们共叙邻
里情， 社区成员在这一天仿佛
成了同一家人般亲密。

如今， 伴随着城市化的不
断深入，邻里之间曾经的“热乎
气”消失殆尽。 以往，邻里之间
串个门儿、做个客，煮好的饺子
给邻居端上一份，都是常事，而
现在对门可能都互不相识。

但在善缘家园社区居委会、
小区物业的努力下，一种“不是
亲人，胜似亲人”的社区氛围正
逐渐形成，以“社区邻里节”为抓
手，延伸至居民平日的生活中。

据了解，今年的北京市“社
区邻里节”已经来到第三年，全
市 3000 多个社区均各自组织
居民开展老少皆宜、共享同乐、
形式多样的邻里活动。 在中国
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社区治
理持续深化的背景下， 构建邻
里浓厚凝聚氛围更成为了社区
工作的“重头戏”。

在善缘家园， 得力于社区
居委会的主办， 以及北京市昌
平区仁爱社会工作事务所和小
区物业单位的大力协助， 居民
们通过节目表演、游戏互动、旧
物置换、“非遗”体验等，大大地
增进了居民之间的邻里情，不
少初次相识的邻里也感受了

“远亲不如近邻”般的情谊。
善缘家园社区居委会副主

任表示：“邻里和睦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 也是社会和谐的

基础。 有好的邻里关系，才能让
居民住得舒心与安心。 本次‘社
区邻里节’ 就是传承中华民族
优良传统， 为增进邻里和睦为
宗旨，搭建一个互动交流平台，
使大家从陌生到相识， 再到互
相帮助、互相关怀，形成文明和
谐的邻里关系， 提升大家对社
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增加对社
区事务的参与意识。 ”

10 月 10 日当天，善缘家园
各家老小齐齐上阵， 有才艺者
为奉献出弘扬邻里关系的歌
舞，“非遗” 技艺传承人搬出了
现今难觅踪迹的糖画、面人，居
民们通过游戏学习垃圾分类知
识， 各家各户现场开展旧物置
换、不亦乐乎，连小朋友们都穿
上了旧物 DIY 做成的衣服走了
一场“时装秀”……在一曲《我
和我的祖国》的大合唱中，全体
社区居民的热情达到了高潮。

通过应接不暇的环节，居
民们迅速彼此熟络起来， 一户
户素不相识的“楼上楼下”开始
嘘寒问暖，一对对新朋友、旧相
识展开了欢声笑语， 大家纷纷
对“社区邻里节”交口称赞。

这也正是小区物业经理李
建平期望出现的结果，“感谢业

主能够主动参加活动， 这是对
‘社区邻里节’及物业服务的最
大肯定， 后期我们将联合社区
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 共建和
谐、文明社区。 ”他表示。

在连续三年的推动下，首
都“社区邻里节”在密切邻里关
系、 促进邻里和谐等方面起到
了极大作用， 进一步增强居民
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但对于社区治理的持续深
化，功夫更在平时。

据了解，为了让居民更加无
忧地生活，近年来，善缘家园引
入了“巡回审判”，为居民解决纠
纷；实施减灾管理、智慧门禁、垃
圾分类、污水处理，让居民生活
舒心安心；在万科公益基金会及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的支持下，开展绿缘计划“共
建共治共享 环保行动益起来”
项目；疫情期间，党员志愿者提
供送菜上门、 回收垃圾等服务，
为居民筑牢防疫“第一墙”……
社区治理的良好局面在善缘家
园得以展开，“社区邻里节”的连
年举办，更进一步引导居民融入
社区大家庭，让人与人之间的暖
意在善缘家园蔓延开来。

（高文兴）

善缘家园举办第三届“社区邻里节”
找回邻里之间的“热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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