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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a北京艺术廊发起共建“艺术公益生态圈”
《治愈空气·相无内外》多媒体艺术展开幕

2018 年 8 月 24 日，由 Roca
和亖空主办， 由 GoalBlue 为蓝、
播锐智传播联合协办的《治愈空
气·相无内外》 多媒体艺术展暨

“艺术、生活、公益”沙龙演讲在
Roca 北京艺术廊揭幕， 近 50 位
艺术家、企业家、投资人和公益
组织机构代表出席。 本次活动彰
显了 Roca 作为全球卫浴的领军
人物，在寻求可持续发展以及生
态公益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作为联合主办单位， 亖空提
倡意义消费理念， 希望通过打破
艺术作品与产品的界限， 让艺术
观念真正的融入大众生活。 活动
以艺术跨界公益， 诠释了作为全
球卫浴的领军品牌 Roca 及亖空
所积极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
美学态度。 此次《治愈空气·相无
内外》多媒体影像展将在 Roca北
京艺术廊展出并开放参观至 9 月
14 日，为观众带来近距离感受巨
幅多媒体影像展的视觉冲击。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治愈·
一百亿立方米空气”艺术计划发
起者、亖空联合创始人孔繁程担
任沙龙演讲嘉宾。 毕业于中央美
院靳尚谊工作室的孔繁程拥有
20 多年丰富的摄影经历，巧妙地
将绘画与摄影相结合，透过镜头
展现当代的艺术观念。

由孔繁程发起的“治愈·一
百亿立方米空气”是有史以来最
大体量的生态艺术行为。 活动现
场孔繁程向与会者分享了有关

一百亿立方米空气治愈的艺术
计划，他认为当代艺术与科技的
融合发展，将打破艺术与非艺术
的隔阂，消除“产品”与“艺术品”
的界限。 孔繁程也希望通过此次
万众参与的生态艺术计划，启发
他人重新思考或改变观念甚至
是行为。

意义科技 CEO、亖空创始人
王海兵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治
愈·一百亿立方米空气” 艺术计
划的承载作品———亖空空气消
毒净化器。Roca 北京艺术廊在此
次活动中加入“治愈空气·相无
内外”艺术计划，并将持续贡献
出被治愈的洁净空气，与亖空共
同呼吁大家通过这样的小小举
动与世界共感，体验“我即世界”
的意义。

GoalBlue 为蓝创始人兼执行
长子雯提道：“环保和公益的议
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艺术
作品在信息传递中起到了引起
共鸣和引发受众想象力的作用。
从而让人们以更开元，更有创造
力的方式来面对人类与自然之
间紧张而微妙的关系。 ”

Roca 中国艺术廊负责人、
We Are Water Foundation 代表
李梦路也向与会嘉宾介绍：“Ro－
ca 作为全球卫浴品牌的领导者，
除了经营产品之外，还承担着回
馈社会的责任。 这也是 Roca 建
立 We Are Water Foundation 的
原因。 同时，也希望能通过 Roca

艺术廊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和大
家的讨论去提升人们对社会重
要议题的关注度和意识。 ”据了
解 ，We Are Water Foundation
由 Roca 在 2010 年创建，作为本
次《治愈空气·相无内外》多媒体
艺术展的联合主办方之一，该基
金会一直致力于水资源和能源
节约的产品开发及项目扶持。

《治愈空气·相无内外》多媒体
艺术展的举办地点选在 Roca 北
京艺术廊。 Roca北京艺术廊由全
球知名设计师马岩松设计，整个展
厅贯穿无界沟通的设计理念，利用
通透的玻璃墙面打破边界的阻隔。
Roca北京艺术廊的“无界”的设计
理念，也与孔繁程“相无内外”的摄
影主题不谋而合。

本次活动巧妙地将艺术、设
计结合在一个独特环境里，并在

现场设有巨幅落地 LED 屏，透过
孔繁程的摄影作品呈现出多媒
体的艺术表达方式，给与会嘉宾
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

作为专注发展现代水文化
相关的浴室空间的全球性公司，
Roca 希望透过本次活动，与广大
参与者共同探讨艺术与科技、商
业、社会以及生态改造的公共艺
术实践，从而引起人们对环境的
重视，使大家逐渐觉知自身与环
境的因果关系，共建良好生态。

艺术触碰公益，公益融入生
活，生活需要艺术。 本次活动在
向消费者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
的同时，帮助众多家庭树立健康
的生活理念， 展现了 Roca 在生
态艺术发展过程中的责任和远
景，在构建生态艺术、推广城市
公益方面的显著贡献，以及通过
开启“治愈·一百亿立方米空气
打造全方位艺术公益生态圈的
远大目标。 （王勇）

2018 年 8 月 25 日晚，“放歌
新时代”大型感恩盛典在北京工
人体育馆激情开唱。 本次感恩盛
典由中华慈善总会大众慈善促
进委员会及香港大众慈善总会
支持举办， 当代养老产业研究
院、中国书画院、北京东慈文化
发展中心以及中国国际教育电
视联合开展， 香港金米莱集团、
北京益民健康养老服务中心、深
圳市前海全球品牌配送有限公
司等 18 家慈善爱心企业单位协
助举办。 现场巨星荟萃、歌声嘹
亮，五千余名观众一同祝福中国
慈善事业更好发展。

著名歌唱家阎维文以一首
激昂豪迈的《放歌新时代》拉开
了本次感恩盛典的帷幕， 在央
视主持人朱迅、 任鲁豫的联袂
主持下，关牧村、白雪、祖海、姜
育恒、 蔡国庆等知名歌唱家倾
情助阵，献唱了《祝酒歌》《好运
来》《驿动的心》 等观众耳熟能
详的流行金曲， 引发了观众热
烈的掌声。

晚会上，诗朗诵《送你一片
海》深情地叙述了我国部分贫困
地区学校缺乏图书资源的困境
以及“中慈爱心图书室”项目给
这些贫困地区儿童带来的巨大
变化，感动了现场所有观众。 其

中，受捐助地区之一的江西婺源
溪头乡中心小学的老师学生代
表也来到感恩盛典现场，向捐助
他们的慈善爱心人士道一声感
谢。 溪头乡中心小学校长汪海蛟
说，“中慈爱心图书室”让学校的
孩子们有了可以免费借阅的图
书资源以及可以阅读、学习的场
所，他们如今可以实现“每天阅
读一小时”。

此外， 晚会现场还启动了
“中慈天使人玉雕技能培训项
目”。 民政部原副部长陈虹，中华
慈善总会大众慈善促进委员会
执行会长张倩玉，中华慈善总会
大众慈善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中慈天使人玉雕技能培训项
目”发起人张志辉等嘉宾上台与

数名聋哑人士代表共同启动。 据
了解，“中慈天使人玉雕技能培
训项目”将为聋哑或家庭困难的
青少年免费提供玉雕技能培训。
该项目发起人张志辉说，希望通
过此项目， 让社会上诸多聋哑、
残障青少年由残疾人蜕变为“天
使人”， 以优异的成绩向社会交
一张满意的答卷。

慈善事业作为我国社会保
障体系的必要补充，对于济贫救
困、扶助弱势群体发挥了重要作
用。 本次大型公益演唱会的成功
举办， 积极响应了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精准扶贫”、“扶贫先扶
智”等指示精神，有助于呼吁社
会各界关注公益、关注慈善。

（张慧婧）

“我是 1968年参军入伍的
老兵，徐向前将军的话我会牢记
一辈子， 他说军人是捍卫国家、
保卫百姓的中心。我们要保卫国
家，一定要稳定军心。今天，希望
在坐的战士们能够通过新时代
双拥、双向融入社会，为社会服
务。 我们一同融入社会的大熔
炉，各自都是一块砖，为我们社
会主义的大厦添砖加瓦。战士们
到了企业， 虽然脱下了军装，但
是职责不能忘， 退伍不褪色。 ”
2018年 8月 23日，徐向前长女
之子徐陆宁少将铿锵有力的声
音回荡在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
街道柳荫街社区柳荫阁中。

当日， 北京昭阳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在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社区服务业工作委员会公益
助力金支持下开展的“老兵再
出发” 公益项目正式启动。 同
时， 北京昭阳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联合柳荫街社区党委举办柳
荫街双拥共建退伍就业对接
会， 现场有近 40 名老兵、6 家
企业参与。

对接会上， 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副秘书长、 民政部基层
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原副司长王
时浩讲道：“企业应为我们的子
弟兵排忧解难。 我国今年 3 月
份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 成为
国务院新的部门， 更好地服务

保障退役军人。子弟兵退伍后，
离开军营住在社区里， 这也是
我们社区服务业的服务范围。”

什刹海街道工委书记海峰
代表街道办事处表达了对此次
对接会的肯定， 并表示本次活
动是柳荫街社区开展双拥共建
工作的又一创新举措， 也是什
刹海街道 36 年来爱军拥军的
重要举措。 部队首长也对北京
昭阳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和社区
能够为退伍军人提供这样的平
台表示感谢。战士代表表示，相
信自己能够完成从一个好士兵
到一个好员工， 再到一位好丈
夫、好父亲的转变，相信在部队
的训练和经历， 能使自己和战
友们更快地融入社会， 以另一
种形式报效和捍卫国家。

此次对接会现场有 12位战
士、 三个班与企业达成就业意
向，涉及包括养老、互联网、食品
等行业的国企和民营公司。

据了解， 北京昭阳社会工
作发展中心之后将与社区共同
建立就业军人人才库， 持续跟
进战士们的就业情况， 对每一
位已就业的战士进行一年的跟
踪。其次，双方还将建立企业家
资源库，收集、整理岗位需求信
息， 不定期地组织开展就业对
接会， 为企业和退伍军人搭建
联络交流平台。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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