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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堂保护生态环境

喜马拉雅山脚种 66万平草场
2017 年 7 月 20 日， 在美丽

的喜马拉雅山脉神女峰脚下的
日喀则亚东县堆纳乡，伽蓝集团
JALA 旗下的美妆品牌自然堂
CHANDO 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携手植下 66 万平方米绿麦
草，为雪山脚下铺上一层绿色。

这是一次保护高原和雪山
的公益行动，对提高人们保护高
原雪山冰川、减少排放和应对气
候变化都具有积极的倡导意义。

取自自然，回馈自然

喜马拉雅， 梵语意为“雪
域”，高耸于地球第三极上，其自
然环境严酷却孕育着地球上最
强大的生命力和最美好的万千
色彩。 其中，喜马拉雅终年覆盖
的冰川，融化为清澈山泉，流淌
为蜿蜒小溪， 汇聚成江河湖海，
滋养着大地与人们。 被称为“亚
洲水塔”的喜马拉雅为亚洲很多
河流提供了源泉。 看似遥远的喜
马拉雅， 孕育着无数生命之种，
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而这一
切也是自然堂取之不尽的原料
来源和创意之源。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全
球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的共同
影响，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环境
面临严重挑战———水土流失和
植被沙化情况日趋严重，冰川消
融使草地生态退化，威胁着各种
植物、动物的生存。

自然堂源自喜马拉雅， 取自
自然， 回馈自然。 早在 2016年 9
月， 自然堂即携手国家环保部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成立“自然堂
喜马拉雅环保公益基金”，旨在将
喜马拉雅美好丰富多彩的生命力
展现于世界，保护喜马拉雅之美。

据亚东县副县长戴大鹏介
绍， 当地有 366 万亩天然草场，
人工种草能给当地带来生态和
安全屏障的双重作用。 据了解，
为保护当地草原生态，当地政府

已投入 750 万元用于建设人工
饲草地。“自然堂主动投入资金
种草，是企业主动反哺社会的表
现。 既支持了政府工作，又能够
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增收， 同时，
给当地老百姓树立了保护环境
的理念。 ”戴大鹏说。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厅
长助理廖海清指出，本次活动所
种植的绿麦草能适应 4000 多米
的高海拔严酷气候， 可以防风、
固沙、保持水土。 自然堂在对比
多种类型植物后，最终选择绿麦
草作为草原的替代性资源，体现
了自然堂对于环境保护事业负
责任的态度。

“在亚东县堆纳乡种植 66
万平方米绿麦草，这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当地自然草地的
载畜压力，同时也缓解了当地草
场退化趋势。 ”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秘书长徐光表示，本次活动
不仅种植了草场，还在改善西藏
生态环境、改善当地牧民的生产
生活条件、向社会公众传递环保
理念以及凝聚各方力量参与保
护藏区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做了
扎实的工作。

守护喜马拉雅的美丽

自然堂源自喜马拉雅，将喜
马拉雅的美丽贯彻到品牌当中，
用大自然的气息引领身心之旅，
满足消费者乐享自然、美丽生活
的需求。 2010 年，自然堂“雪域精
粹系列” 在上海世博会首发，从
而将品牌源头确定为喜马拉雅
山脉，这也代表了中国品牌的世
界高度。

据了解，自然堂产品核心成
分均取自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天
然原料， 保护性开发天然冰川
水、具有超强抗氧化力的雪地植
物和形成于亿万年前的海洋矿
物质，致力于用最合理的价格为
消费者提供源自喜马拉雅山脉

的大自然最好的馈赠。
伽蓝集团 JALA 执行总裁兼

自然堂喜马拉雅美丽研究院院
长刘玉亮表示，自然堂早在 2009
年就已经开始对喜马拉雅山脉
大自然的美丽能量开展更具广
度和深度的探索。 成立自然堂喜
马拉雅美丽研究院的初衷，是通
过展示喜马拉雅山脉大自然的
独特性和稀缺性，激发人们对于
喜马拉雅的向往和喜爱，并升华
为人类对大自然之美的敬仰和
追随。

“随着未来带有喜马拉雅
DNA 新品的不断问世， 将有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感受到自然堂
所带来的喜马拉雅的魅力。 而同
时，自然堂致力保护性开发喜马
拉雅的生态资源，将持续不断地

为改善生态环境而努力。 ”刘玉
亮说。

知名艺人艾克里里和模特
演员张昊玥本次也来到了自然
堂草场，接受了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授予的“自然堂喜马拉雅公
益合伙人”证书，并号召大家共
同关注喜马拉雅，加入到保护喜
马拉雅生态的公益队伍中。

据了解，自然堂明星代言人
家族成员陈伟霆、 欧阳娜娜、孙
怡、TFBOYS、赵丽颖和郑恺已加
入“自然堂喜马拉雅公益合伙
人”，为公益发声，呼吁大家一起

“种草喜马拉雅”。 而中国跳水队
成员秦凯、何姿、陈艾森、吴敏
霞、陈若琳、邱波、施廷懋和任茜
是首批“自然堂喜马拉雅公益合
伙人”。

据悉， 接下来的每一年，自
然堂都会设立喜马拉雅环保公
益主题活动，不断续写“爱喜马
拉雅，益起来”的故事。 自然堂希
望以这样的一份大爱，凝聚更多
的人关爱喜马拉雅，守护喜马拉
雅的美丽。

徐光表示， 希望通过共同
的努力， 在改善当地环境的同
时， 也提高了当地牧民的放牧
条件， 他说：“环保公益之路任
重而道远， 感谢伽蓝集团这样
具有社会责任感并热衷环境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共同发
起环保公益行动， 也希望在未
来能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关注
并参与藏区生态文明改造的行
动，打造美丽西藏，最终实现我
们的美丽中国梦。 ” （徐辉 ）

2017 年 7 月 22 日， 二十一
世纪公益基金会斑美拉慈善基
金成立仪式暨“寒门学子”助学活
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为践行精准脱贫的社会责
任，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携手
爱心企业中汇生物医药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设立了“斑美拉慈
善基金”项目。 自启动仪式举行
之日起，斑美拉慈善基金将正式
推出“寒门学子”助学活动，今年
将计划走进贫困面广、贫困程度
深、 贫困学生数量较多的广西、
云南、贵州等中西部经济欠发达
地区。

据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吕军锋介绍，基金将采取
学生主动申请与随机家访遴选
相结合的方式来确认帮扶对象。

帮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义务教
育阶段贫困生的生活费慈善补
助，执行 1000 元/学年（两季度）
标准； 第二类是高中阶段贫困生
的学费慈善补助， 执行 1000-
2000 元/学年（两季度）标准；第
三类是大学阶段贫困生的学费慈
善补助，执行 2000-5000 元/学年
（两季度）标准。

中汇生物医药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董事长余石容在启动仪式
上表示：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
各界的支持，离不开和谐的社会
环境，斑美拉将秉承“大爱洒满人
间”的慈善公益理念，身体力行，
积极走在公益助学、扶贫帮困的
前列，真正让企业文化发光发彩、
让爱渗透人心。

（王勇）

2017 年 7 月 17 日上午，由
中国青基会九阳希望基金与国
家知识产权局扶贫办联合主办、
崇礼区教育局与食育推动计划
项目协办的九阳希望厨房食育
夏令营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场地
寄宿制小学开营，中国青基会希
望工程事业部部长谷岚、国家知
识产权局扶贫办主任朱兴国、九
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韩润和
崇礼区副区长邹俊利等嘉宾参
加开营仪式并为夏令营的各支
小分队授旗。 据悉，29名孩子将
在这所四周青山环绕、脚下遍地
绿草、头顶满目星空的学校度过

6 天 5 晚的夏日时光，让童知和
童趣伴随整个夏令营。

自 2010年起， 九阳一直致
力于改善中西部贫困学校学生
的营养改善， 为学校援建高效、
卫生的希望厨房。随着国家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及厨房改造类项
目的实施，学生吃饭条件渐渐得
到改善，但学生的饮食习惯却依
然让人担忧，挑食、厌食和饮食
不规律等问题尤为突出。 缘于
此，2014 年夏天，九阳希望厨房
在建好厨房的基础上发起“食
育”教育工作，在黑龙江方正县
发起首届食育夏令营。此后三年

暑假的七八月份都成为了九
阳希望厨房的“食育月”，九
阳利用此期间集中开展两期
食育夏令营。

在本期开营仪式上，小
朋友们搬出了一个多年未
见的老古董———石磨，并邀
请嘉宾一同将黄豆放入其
中。 石磨被慢慢推动，一圈
两圈三圈，直到石磨流出浆
汁，食育夏令营也这样从传
统文化中慢慢走来。 夏令营
的第一节课是“傲娇的蛋白
质”， 班上以小组为单位回

答与蛋白质相关的问题， 几乎
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表现自己，
参与度和积极性非常高， 从而
在愉快的氛围中获取知识。 来
自食育推动计划项目的林萍萍
老师给每组分发了鸡蛋和牛
奶， 通过两个趣味小实验观察
鸡蛋和牛奶在加热水、 加醋后
的变化， 从而使学生了解蛋白
质容易变性的特性。

据九阳希望厨房食育夏令
营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夏令营
的课程安排主要分为三大部
分，食农教育、认知教育和技能
教育的融合。 其中，食农教育结
合寄宿制小学周围四面环山、
田间地头夏季瓜果丰富的优
势，让学生走进田间，双脚双手
参与劳作， 使孩子们的童年能
更加亲近大自然，也让 2017 崇
礼食育夏令营成为孩童夏日时
光的一段美好回忆。

据了解， 九阳希望厨房公
益活动由最早关注学生吃饱到
吃好的问题， 转变为关注孩子
们对食品知识的掌握和在饮食
选择上的能力， 进而转变为近
些年关注孩子们的身心成长。

（张慧婧）

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
斑美拉慈善基金成立

九阳希望厨房开营
打造 6天 5晚的夏日食育新体验

嘉宾与学员动手制作石磨豆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