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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衣库让服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探索造血式、可复制、可持续的公益帮扶模式
� �“湖南湘西是‘精准扶贫’的
首倡地，也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
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 去年同优
衣库在湘西实施公益捐赠活动
的时候，去到一位小男孩家送衣
服，那位小男孩全程几乎没有言
语。 经了解得知，他的父母长期
在外务工，只有奶奶定时过来照
看他的生活。 湘西这样的留守儿
童还有很多，我们送去的衣物只
能暂时缓解物质需求，爱和陪伴
是我们给不了的。 ”唐九红说。

湖南的公益探访活动，至今
令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以下简称
“中国宋基会”）副秘书长唐九红
记忆深刻。 2018 年，优衣库曾携
手中国宋基会赴湖南湘西捐赠
价值约 600 万元的 53000 件爱心
衣物。 有了此次探访的经历后，
优衣库和中国宋基会希望能够助
力改善留守儿童的生活。 据民政
部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 目前全
国农村共有 902 万留守儿童，湖
南则超过了 70 万人， 与江西、四
川、贵州等地的“留守儿童大省”
相比，这个数字是同样庞大的，关
爱农村留守儿童任重道远。

优衣库携手中国宋基会共
同设立“优衣库专项基金”已有 3
年时间，一直致力于通过捐赠服
装， 传递社会的温暖和美好。
2019 年 7 月 18 日， 优衣库携手
中国宋基会在上海宣布，共同发
起“传承新生 传递优绣的力量”
苗绣项目，将传统文化中沉淀的
人文精神，通过服装的力量不断
激励当代年轻人，用创新和创意
创造美好生活的更多可能。

据迅销集团全球高级执行
副总裁、 优衣库大中华区首席执
行官潘宁介绍， 苗绣项目与优衣
库践行了 7年的全商品回收再利
用项目相结合， 消费者到优衣库
中国大陆地区任意门店捐赠 5 件
爱心衣物， 即有机会换取苗绣徽
章 1枚，助力传统苗绣文化新生。

为何选择苗绣

苗绣传承人易华在 31 岁那
年辞职去学苗绣，后来创办苗绣
合作社帮扶了湘西将近 1000 名
绣娘。 据她介绍，很多绣娘其实
是生活在大山深处，她们很多人
为了照顾家里的小孩或者老人，
不能外出打工，靠着地里的农作
物去换取一点微薄收入。 自己创
办苗绣社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帮助她们提高收入， 改善生活，
同时也可以让古老的苗绣文化
传承下去。

易华的想法与前去湘西捐
赠服装的优衣库和中国宋基会
的想法不谋而合。 去年的湘西探
访，让优衣库和中国宋基会有了
更多新的思考和启发。“如何尽
己所能改善留守儿童的困境？ 如
何通过公益的力量，助力大家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 如何让女性通
过自身的努力呈现出应有的价
值？ 经多次调研和探讨后，优衣
库和中国宋基会决定从苗绣出

发，通过服装的力量为当代人的
生活带来启发，也为绣娘们创造
更多工作机会，同时响应‘精准
扶贫’号召，创造美好生活的更
多可能。 ”唐九红说。

唐九红认为，苗绣项目的发
起要做到为当地老百姓带来实
实在在的收益， 应将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和资源做好对接和匹
配， 将产品绣出美感的同时，符
合现代人的审美喜好。

苗绣见山绣山， 见水绣水，
在一针一线中，记录着古朴的生
活智慧和哲学。 优衣库最终选择
用牛、鱼、水波纹、蝴蝶、鸟和鱼
五种图腾元素做为代表，分别寓
意凝聚、新生、奋进、母爱及融
合。“优衣库通过挖掘苗绣中蕴
含的五种积极力量，让大家见证
他们对当代人的生活的启发。 ”
潘宁说。

助力改善留守儿童现状

被问及开展苗绣项目的初
衷，潘宁和唐九红坦言，在去年
探访的基础上，是对项目的一个
延展。 有了去年深入湘西入户探
访的经历后，优衣库和中国宋基
会希望能够助力改善留守儿童
的生活，努力把孩子的母亲留在
家里，让孩子们能够在爱的环境
下成长。

唐九红表示，传统文化挖掘
与商业项目的资源匹配度很重
要。 湖南湘西的资源是苗绣和银
饰，而优衣库的资源是门店网络
以及执行力，基金会则是凝聚爱
的力量的服务平台，发起这一项
目就要把相关资源整合起来。

这一观点得到了潘宁的认
可， 他认为优衣库作为一家企
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可持续性
发展的事业， 苗绣项目的发起，
不仅可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再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
有利于改善绣娘的家庭状况和
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可以改善
当地留守儿童的现状，让母亲陪
伴在留守儿童身边。

除了改善当地留守儿童的
现状外，潘宁坦言，首先，项目为

湘西 7 个乡镇超过 400 名绣娘
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通过这种
方式， 将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其
次， 苗绣项目同优衣库践行了 7
年的全商品再利用项目结合，链
接了消费者，为其提供了积极参
与和了解公益项目的机会。

探索可持续公益模式

潘宁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苗绣项目将会对当地的经济及
文化产生影响和变化。 首先，苗
绣项目面向湘西苗寨绣娘并与
当地妇联、传统文化行业专家联
动，在凤凰县、花垣县、吉首市、

古丈县选取了 7 个苗寨试点，招
募家庭经济困难的、掌握稀缺针
法的、 对苗绣有热情的绣娘 400
余名开展技艺培训和刺绣实操。
两个月下来，试点的绣娘队伍稳
定， 技术熟练程度有所提升，项
目回收了绣娘练习中的 4 万余
枚绣片，令绣娘人均增加了 1300
元的收入，可以负担家庭部分的
支出同时，妈妈们也可以留下来
在家中照顾孩子，缓解了留守儿
童的困境，也体现了女性自立自
强的态度和自身的价值尊严。

从苗寨运输到城市的绣片，
经过加工展示出来，一针一线里
是绣娘们质朴的努力，对幸福生
活的向往。

一个公益项目，若想做到可
持续，需探索造血式、可复制、可
持续的公益帮扶模式。 唐九红表
示，“传承新生”湘西苗绣项目是
基金会与优衣库在文化扶贫方
向的创新尝试，将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我们
的共同奋斗目标，项目面向湘西
苗寨绣娘开展技艺培训和刺绣
实操，不仅将少数民族繁衍生息
沉淀出的美好带给更多的人，也
通过刺绣劳动支持了湘西苗绣
技艺提升和队伍建设，为苗寨妇
女增加劳动收入来源的同时还
能兼顾家庭子女，体现女性自立
自强的态度和自身的尊严与价
值，唤起当地人用勤劳创造美好
生活的信心。

“参加苗绣项目，让我们所

有农村妇女聚集在一起，照顾家
里的同时，做些手工活，绣点绣
片，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实现
就业， 是非常安心的一件事情，
挺好的。 ”今年 29 岁的绣娘施洪
珍，坪朗人，2014 年因父亲患病，
她家被纳入建档立卡户。 为减轻
家中经济负担， 她曾外出务工，
由于学历、技术、资金等条件限
制，收入一直不高。 随着苗绣项
目的启动，外出务工的“绣娘”也
陆续返乡就业。

“优衣库目前在中国大陆地
区门店已经超过 700 家，未来将
超过 1000 家。 这些门店成为传
统苗绣文化与消费的链接点，也
将可以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发
展。 ”潘宁表示，优衣库苗绣项目
结合原来的全商品回收再利用
项目，在越来越多的店铺网络的
架构过程当中，通过服装，将传
统文化的精神传递给消费者，消
费者在任意门店捐赠 5 件闲置
衣物就能换取 1 枚苗绣徽章，助
力传统文化新生。

优衣库携手中国宋基会发
起的“传承新生 传递优绣的力
量”苗绣公益项目将传统技艺与
现代生活接驳，连通苗寨与城市
的脉动，不仅将传统苗绣技艺之
美与当代人共享共勉，令彼此焕
发新的生机活力；也借助传统文
化中沉淀的人文精神，激励当代
年轻人用创新和创意，创造美好
生活的更多可能。

（李庆）

� � （左起）湘西苗绣传承人代表易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
唐九红，迅销集团全球高级执行副总裁、优衣库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CEO）潘宁 ，优衣库全球品牌代言人井柏然 ，迅销集团全球执行董
事、优衣库大中华区首席市场官（CMO）吴品慧

� � 2019 年 7 月 24 日，好丽友
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正式签约启动“2019 全
国儿童食品安全与健康守护行
动”项目。 这是自 2017 年开始，
好丽友连续第三年与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携手， 共同守护儿
童食品安全和健康。

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
动一直坚持以食品安全为本、
食品安全与健康科普教育并重
的原则进行推进和发展。 2019
年， 为凸显项目对健康教育的
重视， 满足儿童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
行动”项目全面升级为“全国儿
童食品安全与健康守护行动”。

今年， 好丽友与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计划在河南、河北、
沈阳、广州共 40 所学校开展移
动体验营活动和捐赠食品安全
科普资源包， 并以志愿者为主
导，携带 VR 设备、平板电脑等
教学器材走进学校为学生讲解
食安常识， 带领学生身临其境
体验食品安全课程， 传递食品
安全知识。

计划于石家庄、 郑州两地

举办食品安全相关研讨会，汇
聚多方专业观点， 分享食品安
全经验， 持续推动儿童食品安
全和健康知识普及。 好丽友希
望通过倡导和深入开展相关活
动， 号召全社会共同守护儿童
舌尖上的安全。

在过去两年的合作中，好
丽友先后走进沈阳和广州举办
“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系列活动，开展 16 场食品安全
移动体验营活动、 发放近 2 万
本食品安全主题漫画书、 捐赠
26 个儿童食品安全学校资源
包，让近 15 万人从中受益。

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普

及儿童食品安全知识一直是好
丽友践行社会责任的核心目
标。 2012 年好丽友启动全国儿
童关爱计划， 开设了好丽友食
品安全知识小课堂， 并援建未
来空间、想象力课堂、多媒体教
室、爱心厨房等多样化平台，帮
助数以千计的孩子树立了科学
的食品安全意识。

未来， 好丽友不仅将紧跟
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理念的变
化，携手行业等多方责任共进，
共同创建更加规范、 健康发展
的休闲食品行业， 还将严守食
品质量安全， 为每一个孩子的
健康成长护航。 （王勇）

好丽友再度携手儿基会
守护儿童食品安全与健康

2018 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广州站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