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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9 日，浙江大学
在杭州对外宣布，浙江马云公益
基金会、 阿里巴巴 17 位创始人
及合伙人、阿里巴巴（中国）有限
公司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
赠 5.6 亿元人民币， 用于支持设
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发展基金”， 该笔捐款旨在支
持浙江大学医学教育、人才培养
和科研事业，并限定用于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余杭院
区的医疗设备购置、人才培养与
引进、医学研究等。

据悉，其中浙江马云公益基
金会捐赠 3 亿元，阿里巴巴（中
国）有限公司捐赠 1 亿元，阿里
巴巴 17 位创始人和合伙人捐赠
1.1 亿元人民币， 云锋基金捐赠
5000 万元。

马云从事公益的领域除了
教育和环保，又覆盖到了健康。
早在 2013 年，马云夫妇就加入
了“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
每年捐赠 300 万美金。 旨在激
励那些从事对抗癌症、糖尿病、
帕金森和其他疾病研究的科学
家。

2014 年 12 月， 马云发起并
捐赠成立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
基金会在初期重点关注中国乡
村教育发展领域，马云乡村教师
奖每年出 1000 万元奖励 100 名
优秀乡村教师，马云乡村校长计
划则投入 2 亿元表彰潜在的乡
村教育家。

更早一点的 2014 年 4 月，马
云和合伙人蔡崇信共同捐出阿
里巴巴集团 2%的期权，成立公益

信托基金，用于环境保护和教育
等多个领域，按目前股价，这笔
捐赠接近 500 亿元人民币。

2015 年 4 月，浙江马云公益
基金会作出首笔捐赠，设立了一
亿元人民币的“杭州师范大学马
云教育基金”。

在马云的带领下，不仅阿里
巴巴的创始人和合伙人在践行
公益， 阿里巴巴平台也在带动

“剁手党”成为公益人。 阿里巴巴
集团 2017 财年公益最新数据显
示，超过 3 亿用户、178 万卖家通
过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平台参
与公益行动，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通过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平台
参与公益行动，共推动社会公众
47 亿人次参与公益。

（张益文）

“心晴·至美”关爱计划启动

上海家化连续四年守护大学生心理健康

马云携阿里巴巴 17位创始人及合伙人
向浙大一院捐赠 5.6亿
教育、环保、健康成马云参与公益三大领域

2017 年 5 月 25 日， 由上海
家化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 共 同 发 起 实 施 的 公 益 项
目———2017“心晴·至美”大学生
心理健康关爱计划在上海家化
总部正式启动。 这已是上海家化
连续第四年开展“心晴·至美”大
学生心理健康关爱计划的公益
项目， 旨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帮助大学生拨开心灵雾霾，全面
助力他们心理健康发展。

作为上海家化今年大学生
心理健康关爱系列活动的首场
活动，今年的“心晴·至美”项目
选择在 5 月 25 日大学生心理健
康节正式启动，谐音“我爱我”，
意为关爱自我的心理成长和健
康。 上海家化首席人力资源官朱
黎、上海市青少年与服务办公室
副主任席晓华、上海政治学院心
理学系主任贺岭峰、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项目官员其其格、北
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伍华、
多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以及
上海数十家高校师生代表等嘉
宾出席此次活动， 超过 30 万的
上海家化一直播网友用户在线

收看了本次活动。
上海家化首席人力资源官

朱黎向现场的大学生介绍了上
海家化作为雇主为大学生群体
适应职场所进行的一系列设计。
活动上，上海家化高管与多位心
理专家共同分享了有关情绪、职
场等方面的经验，为大学生群体
上了一堂特别的“心理课”。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项目
官员其其格表示，家化的“心晴·
至美” 公益项目是一个内外兼修
的典范， 有内在美和外在美：“一
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让学生了
解更多的心理健康知识、技巧，远
离疾病、抑郁和心理问题；二是通
过资助大学生社团， 大学生自己
开展项目， 充分发挥大学生的自
组织能力， 积累了很多的社会实
践经验；三是嫁接了美妆小课堂、
仪容这一块的培训，把外在形象、
外在美加进来。 ”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秘书
长伍华谈了他对高校心理健康
的观察。 伍华认为，过去十年，高
校的心理健康非常薄弱， 但目
前，全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心

理咨询中心，老师还在不断的升
级，现在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改
变。 另一方面阅读疗法目前在很
多学校得到了很好效用反馈，因
为大学生到了这个年龄，已经具
备了和知识对话、大师对话的能
力。“通过和知识对话，可以建构
自己的三观或内心世界，可以更
好的重新遇见美丽。 ”伍华说。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 2017 年
度“心晴·至美”大学生心理健康
关爱计划的心理讲师受聘仪式。
上海家化公关传播部高级总监
刘焰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项
目官员其其格共同向多位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颁发公益讲师
聘书。

自 2014 年起，上海家化正式
发起“心晴·至美”关爱心理健康
公益项目，通过与大学生群体近

距离的接触， 倾听大学生心声，
邀请专家学者共同守护大学生
走入社会前的“最后一公里”。 去
年，“心晴·至美” 公益项目走进
10 所高校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
关爱活动、发起上马公益跑并捐
赠慈善金 100 万元，并且进一步
将关爱对象拓展至妈妈、 抑郁
症、 残障人士等， 通过视频、直
播、微课堂覆盖上千万大学生和
各类群体。

2016 年上海家化推出了首

份完整的 CSR 报告。 除了“心
晴·至美”公益项目之外，公司还
在低碳环保、扶贫救灾等方面做
出了卓越贡献。 公司年内被评为

“生态设计与绿色制造试点企
业”、并开展“绿色 50”活动，在公
司内部倡导绿色办公、 绿色生
活、绿色业务；捐赠各类款项物
资约 150 万元， 组织 800 名员工
志愿者携子女参与爱心义卖、环
保行动，向云南、甘肃等地冬衣
捐赠等。 （王勇）

近日，北京大学拉卡拉教育
基金捐赠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
据悉，拉卡拉董事长孙陶然及拉
卡拉将向北京大学捐资 5000万
元，促进北大人才培养和校园文
化事业，助力当代青年的素质提
升和思想创新，推动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的发展建设。

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生
动地分享了孙陶然创业和支持
母校的细节， 高度评价了孙陶
然在连续多次成功创业中所体
现的远见卓识和“常为新”的优
秀品质， 诚挚感谢他长期以来
对母校所倾注的深厚情感和重
要支持。 他期待在孙陶然的示
范引领下， 有更多心系母校的
北大人能够参与到北大的建设
与发展中来。

拉卡拉董事长孙陶然表
示， 在他个人的价值观里一直
认为回馈社会是应该做的事，
在拉卡拉的核心价值观里也有
分享这一条，要和社会分享、股
东分享、员工分享，这是一直坚
持的。“而北大在我个人的成长
过程中给了我四个宝贵的收
获：自信、见识、圈子和学习能
力。 这四个宝贵的收获是北大

给我的一份特别大的礼物，也
正是在北大学习生活的这些日
子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

北京大学拉卡拉教育基金
将从两个方面支持学校的发展
建设： 一部分用于支持北京大
学学生社团的发展， 包括校园
文化建设重大专项支持和北大
团委注册学生社团重要项目支
持； 另一部分将用于支持光华
管理学院的发展建设， 设立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拉卡拉思
想力研究基金， 用于开展思想
力方面的研究和智库建设。

据了解， 孙陶然于 1991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
管理系（光华管理学院前身）。 作
为中国最成功的连续创业者之
一，他曾在公关、媒体、电子产
品、金融服务等多个行业六次创
业，创办了包括拉卡拉、蓝色光
标、考拉基金等在内的多家知名
企业，其创业经历被多所商学院
作为营销案例纳入教材。

在此次捐赠之前， 孙陶然
还曾捐资设立北京大学拉卡拉
文化素质拓展基金， 支持北大
人文艺术素质教育和教育教学
改革。 （徐辉）

拉卡拉捐资 5000万元
北京大学设立拉卡拉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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