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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环保新生代

“就凭你有用环保行动”走进小学校园
� � 2018 年 9 月 14 日， 世界清
洁地球日前夕，“我们在乎，源于
本身—就（旧）凭（瓶）你有用环
保行动”走进北京白家庄小学科
技园校区，为同学及家长们带来
了一堂“绿色环保公开课”，此次
活动也拉开了中粮可口可乐饮
料（北京）有限公司公益十月的
序幕。

安全回收一吨饮料瓶相当
于植树 41 棵？ 硬邦邦的饮料瓶
还能被做成 T 恤和书包？ 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徐光、中粮
可口可乐北京厂总经理展在中
与白家庄小学的百名师生及学
生家长共同参加活动，与孩子们
通过“旧瓶变身记”，探究垃圾分
类回收与节能减排、变废为宝的
环保价值，将环保行动融入同学
们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之中。

据了解， 为了减少资源浪
费， 响应北京地区垃圾分类回
收， 特别是废旧饮料瓶安全回
收再利用行动， 中粮可口可乐
北京厂于 2017 年携手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共同启动了“我
们在乎，源于本身—就（旧）凭
（瓶）你有用环保行动”，旨在通

过多种形式， 让北京的社区和
中小学校园中有更多人了解和
认识废旧饮料瓶安全回收和再
利用的重要性。

2018 年初，北京市教育部办
公厅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在学
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
的通知》提出，到 2020 年底，各学
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达
到 100%。基于此，今年“就（旧）凭
（瓶）你有用环保行动”在去年基
础之上，通过打造“绿色环保课
堂进校园”、 开展环保小卫士网
络评选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引入更多符合儿童认知习惯的
方式， 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
性，为北京培养更多“环保新生
代”。

作为今年“就（旧）凭（瓶）你
有用环保行动” 的重点活动之
一，“绿色环保课堂”活动将随着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绿色足
迹”宣教团老师走进北京百余所
小学校园，通过与学生分享科学
垃圾分类等环保知识，邀请学生
参加“我是环保小卫士”评选，体
验“旧瓶变身记”环保手工等方
式，为学生植入“我们在乎，源于

本身”的环保理念，让学生更加
在乎周围环境的保护，注重自己
在环保行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秘书
长徐光表示，孩子是当代社会发
展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未来美好
时代的缔造者。“我们希望借助
‘绿色环保课堂’‘我是环保小卫
士’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加强对
学生环保理念与实践的引导，以
学生带动家庭， 以家庭影响社
会， 呼吁更多人关注环境保护，
关注垃圾分类回收，实践废旧物
品再利用，共同助力北京生态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 ”

据悉，白家庄小学作为北京
市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北京市节
约型校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环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教育项
目首批实验学校， 以尊重规律、
尊重他人、尊重文化、尊重环境
为办学理念， 成为“就（旧）凭
（瓶）你有用环保行动”绿色环保
课堂进校园的重要一站。

白家庄小学除了组织学生
们参与“就（旧）凭（瓶）你有用环
保行动”以及“我是环保小卫士”
评选中来，活动现场，还与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中粮可口可乐
北京厂共同签署了环境保护及
生态环境共建战略合作意向书，
未来将就生态文明教育方面展
开深入合作，助力推动北京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更大的进步。

白家庄小学校长祖雪媛表
示：“环保启蒙是当今儿童教育
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实施素
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一直都是白
家庄小学关注的重点。‘就（旧）
凭（瓶）你有用环保行动’绿色环
保课堂进校园，为我们的环保教
育形式和内容注入了新的活
力。 ”

她谈道：“此次以‘迎绿色冬
奥’为主题，请同学们利用废旧
饮料瓶进行创作，一方面激发同
学们对社会热点时事进行关注，
另一方面也通过动手实践加深
对环境保护的认识。 ”未来，该校
将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粮
可口可乐北京厂加强生态文明
教育的沟通与合作，为孩子们积
极拓展更多环保教育机会，培养
孩子们学做环保的小主人。

“就（旧）凭（瓶）你有用环保
行动” 发起方与主办方之一，中

粮可口可乐北京厂作为可口可
乐系统的一分子，一直致力于实
践可口可乐可持续发展战略，力
求为消费者及产业链上所有的
相关群体打造长期健康发展的
社会和环境。 同时，作为北京大
社区的成员，中粮可口可乐北京
厂一直以来也将为北京地区环
境建设做出贡献、与北京共同发
展作为企业的责任与使命。

“今天的绿色环保课堂既是
‘就（旧）凭（瓶）你有用环保行
动’ 走进校园的一次重要实践，
同时也是我们践行中粮可口可
乐‘公益十月’的首站。 ”中粮可
口可乐北京厂总经理展在中表
示，“公益十月”是中粮可口可乐
在系统同步启动的公益项目，在
此期间，公司将携手中华环保基
金会走进北京市百所小学，推动

“我是环保小卫士” 的环保宣教
工作，增进学生环保实践能力。

同时，他希望借助“就（旧）
凭（瓶）你有用”这个开放的公益
平台，拉动更多热爱环保、热爱
公益的社会力量加入进来，共同
助力北京生态环境建设与发展。

（皮磊）

当代表着爱心的公益墙灯
光一起闪亮时， 现场的嘉宾送
上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2018 年 9 月 13 至 14 日，
一年一度的连连支付开放日在
杭州连连大厦隆重启幕。 在业
务探讨、思想碰撞之外，近千位
到场嘉宾通过现场的公益联
动，一同开启了 2018 年连连支
付“希望之履”新疆行的项目。

这是连连支付连续第三年
举办开放日活动， 每年开放日
连连都会在自有的办公园区，
向来自全球的合作伙伴敞开大
门， 共同交流互联网行业的发
展方向。

与往年不同，在今年的商户
开放日中，连连支付设置了一个
独特、暖心的环节，号召与会嘉
宾一起参与到连连支付“希望之
履”活动中———嘉宾只要在一个

特制的小球上写上自己名字和
对山区孩子的祝福，连连就将以
嘉宾的名义，向贫困地区的孩子
捐献 10双运动鞋。

两天的活动中， 共有近千
名嘉宾参与到了公益互动中，
同时启动了今年“希望之履”公
益行的下一站———新疆伊犁。

“希望之履”活动由中华少
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于 2010
年 9 月设立， 致力于让贫困地
区的孩子有鞋穿、走好路，健康
快乐地成长。 目前，国内仍有一
些偏远地区的家庭由于物质不
够丰富， 很多孩子一年四季只
有一双鞋可以穿， 甚至很多孩
子光脚走在求学的路上。 无论
是泥泞的雨天还是天寒地冻的
雪天，为了求学，很多孩子需要
每天往返 10 公里以上，但他们
仍然走在希望的路上。 一双鞋

不过百元， 但带给这些贫困儿
童的，是行走求学之路的保障，
是激励他们寻找新希望的基
石， 是他们走出山区改变自己
命运的鼓舞。

连连支付从 2016 年开始
参与到“希望之履”活动，三年
来的脚步历程已经覆盖了中国
的 3 个省份、6 所学校及数千名
救助儿童。 去年 4 月，前奥运冠
军王丽萍陪同中华儿慈会、连
连支付“希望之履”项目组赴敦
煌进行爱心捐赠时曾表示：“我
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多参加这
样的活动，能帮助到这些孩子，
我觉得特别欣慰。 我也希望未
来会有更多企业和有爱心的个
人参与进来， 给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尤其是孩子送去一份帮
助、一份爱心。 ”而用连连支付
工作人员的话来说， 看着这些
孩子穿上新鞋后露出笑容，也
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

连连支付 CEO 潘国栋在
当天会后谈道：“这几年连连支
付的企业发展速度非常快，但
我们并未忽视自身应有的社会
责任感， 相反对此只有更加重
视。‘希望之履’也是‘希望之
旅’，我们不仅参与，也努力带
动更多企业和个人参与， 让大
家的关爱能让更多贫困家庭的
孩子露出笑容， 这些鞋和文具
将会鼓舞这些孩子们更好地求
学，追寻未来更好的人生路。 ”

（张明敏）

2018 年 9 月 13 日， 第三批
好丽友爱心厨房落成仪式在河
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燕
格柏小学举行。 围场县副县长陆
媛、中国扶贫基金会资源发展部
主任黎钊以及好丽友爱心厨房
志愿者代表同孩子们一起见证
爱心厨房正式投入使用，并为孩
子们带去了生动有趣的膳食营
养知识小课堂。

陆媛在致辞中表示，好丽友
为农村小学捐赠厨房设备，改善
了薄弱学校食堂的硬件设施和
卫生状况，为在校学生提供了一
个干净、卫生、安全和舒适的就
餐环境，有力地推进了全县学校
食堂标准化建设。

来自好丽友研发中心的食品
安全专家鲁岑还为同学们带来一
堂别开生面的膳食营养知识课，

帮助孩子们树立科学的饮食观念
和良好的用餐习惯。 好丽友志愿
者还与孩子们共进午餐， 感受爱
心厨房的落成为孩子们在饮食营
养安全方面带来的改变。

好丽友爱心厨房公益项目
始于 2016 年，已先后在福建长汀
和安徽砀山捐建 25 间爱心厨
房，有效改善了 4000 余名贫困地
区学童用餐安全及营养状况 。
2018 年， 第三批共计 11 间好丽
友爱心厨房走进河北围场，2500
余名学生从中受益。

据悉，好丽友爱心厨房项目
除了帮助学校改进硬件条件外，
后续还将开展一系列营养知识
培训，帮助学校厨房从业人员和
全体师生培养良好的营养认知
和烹饪习惯。

（王勇）

第三批好丽友
爱心厨房落户围场

2018“希望之履”开启新疆行
连连支付携百企共筑公益新生态

学生用亲身实践助力绿色北京、绿色冬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