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謇太伟大了，我们学不了
那么多，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
我可以学一点点。

2004 年，我第一次去西藏看
望青岛在西藏的援藏干部，当他
们陪着我到了西藏这些小学以
后，我当时很震撼，那些学校四
面透风，屋顶都开着天窗，从此
我就暗暗下决心，要在教育方面
做点贡献。 那次我在西藏当场决
定捐建了一所学校。 后来，我又
陆续在青海、安徽、青岛、济南捐
建多所小学。

在这一过程中，我常常问自

己：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如何
最大程度的实现教育平等和教
育均衡？

伟东集团成立于 1998 年，在
青岛、济南等地累计旧村改造面
积 400 多万平方米，被誉为“旧
城改造专家”， 连续八年被评为

“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
2012 年，全国地产行业蓬勃

发展， 企业发展也步入快车道，
但我决定转型互联网教育，成立
伟东云教育。 使命是缩小国家和
地区间教育差距，助推教育科技
惠及全世界；愿景是共享教育资
源，传承人类文明；定位是全球
互联网教育平台运营商。 教育是
公益，教育是大爱，大爱无疆，当
时是基于这个愿景来定位的。

我们构建了全球化信息共
享的终身教育生态系统。 供给侧
是大学和中小学、 企业学院、职
业院校、社会培训机构为；需求
侧是学生、工人、退伍军人和农
民工。 而我们的监管方是海内外
政府机构。

八年的时间，在基础教育领
域，伟东云教育业务目前已在 25

个省、169 个市区县、6000 余所学
校落地应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西藏自治区的“西藏教育珠
峰旗云” 平台由伟东云教育打
造，真正解决了东西部教育资源
不均衡的问题。

这次疫情暴发以后，我们在
正月初二就提出“离校不离教、
停课不停学”， 向各地教育局、大
中小学等教育机构免费提供空中
课堂及优质教学资源， 得到了教
育部、山东省教育厅、青岛市委的
高度赞扬。因服务器扩容、流量费
支出、 平台研发及运维等产生的
直接费用，累计超千万元。

在职业教育领域， 收购了欧
洲第二大职业教育培训集团法
国德莫斯教育集团，这家公司有
47 年历史， 服务 330 多家世界
500 强客户，在法国、英国、德国、
瑞士、美国、加拿大等 16 个国家
有分支机构，有 8000 多导师，600
多海外员工。

高等教育方面，收购了法国
布雷斯特商学院。

海外教育方面，2015-2020
年，累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

赠 800 万美元，其中向联合国教
科文总部捐赠 400 万美元，助推
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用于欠发
达地区国家及弱势群体的教育
项目建设， 目前援建了巴勒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青年
教育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 2020 年疫情
期间， 作为唯一一家中国企业，
与微软、谷歌、亚马逊、Facebook
等七家企业受邀成立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球教育联盟”，为遭
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学校提供
互联网教育平台

2019 年 7 月，中法合作走向
第三方。 科特迪瓦手工业部与伟
东云教育集团及法国德莫斯教
育集团在青岛签订项目合作协
议，开发和推广科特迪瓦手工艺
品的数字平台项目，该项目建设
期 3 年，运营期 20 年，将对科特
600 万职业工人进行培训， 对于
我们国家走向“一带一路”国家
这是非常大的贡献。

我们不仅跟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合作， 还和上合组织合作，
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都

建了教室，疫情期间给他们捐了
病毒检测试剂盒。

伟东不仅在教育方面，在文化
方面也有所贡献。我们在青岛的崂
山书院，组织香港的青少年做国学
研学旅游，也是青岛市中小学生社
会课堂研学旅行基地。 立足青岛，
面向海内外游客，传承与发扬国学
教育和传统文化进行。

在北京的伟东书院，美国 20
家最大的慈善家族到这里座谈，
讨论公益方面的合作。 我们举办
了“国学大讲堂公益讲座”三十
一期。 公益不仅仅是捐钱，教育
和文化同样是公益。

张謇说，天之生人也，与草
木无异， 若遗留一二有用的事
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
腐朽。 这就是我们应该向张謇学
习的“一二”。

伟东秉承的核心理念是“厚
德文治·怀远兴迩”，愿景是成为
一家受世人尊敬的百年企业。 作
为一个企业家，我非常钦佩张謇
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和
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 我们也尽
我们所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伟东集团董事长王端瑞

从实业到教育，向张謇学习

� � 在不久前的 11 月， 阿拉善
SEE 联合 20 国基金会联盟和
Wyss Campaign for Nature 三家
机构联合发布了《以“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应对生物多样性和
气候危机》的关联报告，报告显
示，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自然
系统的破坏、退化和改变等种种
迹象，正是我们动物源性疾病泛
滥成灾的主要元凶。 报告呼吁，
各界应该充分运用“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 对重要自然生态系
统进行保护、恢复和连通。

面对紧迫的全球环境问题，
如何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给我
们每个人都提出了挑战。

面对自然，人类应该是谦卑
而温和的。 2019 年，我有幸和 12
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去俄罗斯
远东楚科奇考察，那里靠近北极
圈， 是勺嘴鹬等鸟类的繁殖地。

我们一行 50 人乘坐科考船在海
上行驶了 12 天， 不巧的是遇上
了一场海上风暴。 一路上我就在
想，只有 14厘米的勺嘴鹬克服了
怎样的困难，有怎样的超能力，才
能飞跃 5000 多公里到楚科奇去
繁殖。 当我到达楚科奇看到正在
野外繁殖的鲜活的勺嘴鹬时，我
感动到流下眼泪。 记得当时俄罗
斯电台的记者采访我， 他问我感
受，我流着泪说，勺嘴鹬顽强的生
命抗争给了我鼓励， 也让我坚定
了做环境保护工作的信心。

面对困难，大自然不仅给我
们慰藉，也给我们鼓励。 阿拉善
SEE 一直积极参与并推动气候变
化议题等可持续解决方案。 16 年
来，我们资助了超过 700 家环保
公益组织，资助了一系列环保项
目。 2016 年，阿拉善 SEE 联合各
方发起了房地产行业绿链行动，

已推动 100 家房地产企业试行
绿色采购；约 4000 家、涉及 10 个
品类的供应商改善环境表现；
2020 年与中城联采合作，实现超
百亿元的绿色采购。

阿拉善 SEE 会员企业也从
自身的绿色发展出发，积极行动
起来。 会员企业德龙钢铁积极推
动企业绿色转型，投资了大概 20
亿元，把大排放的钢铁企业变成
了 4A 级的景区。 德国、日本很多
先进国家都来参观学习。 2016
年，在组织内部发起了阿拉善环
境产业联合会，参与发起的会员
企业 40 家， 涉及到生态环保各
个领域。 其中蒙草生态作为环境
产业联合会会员企业，依托生态
大数据平台实现精准的生态修
复，建设了世界级乡土植物资源
库，累计修复各类生态类型和景
观面积超过 3000 万亩。 中科生

态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建有 50
多座增殖放流站，覆盖 7 大流域
20 余个省份，每年放流的珍稀鱼
苗超过 2000 万尾。

今年新冠疫情暴发后，阿拉
善 SEE 生态协会向湖北 68 家医
院及单位发放捐赠、 购买及会员
捐赠的呼吸机、口罩等医疗物资，
总价值超过 1250万元。 全国 150
家会员企业通过不同渠道捐赠超
过 10亿元。 同时，还向意大利政
府捐赠了百万医疗物资， 向马里
等西非国家以及埃塞俄比亚捐赠
了超过350 万元的抗疫物资，彰
显了中国企业家的担当。

作为湖北本地的企业，会员企
业当代集团在董事长艾路明带领
下，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赛道上参与
了全程。 复工复产后，当代集团还
组织了 100 家企业到湖北投资考
察， 全方位支持湖北的经济重振。
会员企业卓尔集团在董事长阎志
的带领下， 从关爱医务人员到社
会公益帮扶行动， 从国际物资的
调配到城市物流通畅保障， 深度
参与了抗疫支援全链条全环节。
会员企业湖北九州通协助红十字
会对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捐赠
物资和防护用品的进行物流运营
和管理， 在短时间内理顺了流程，
极大地提升了捐赠物资和药品的
周转效率。会员企业复星集团在除
夕夜开展了全球的调配和采购，保

证了抗疫物资的运送质量。
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也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机遇，让我们思考和推动绿色转
型和可持续发展。 在应对气候变
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同时，恢
复繁荣和降低未来疫情暴发的
风险，从而让经济和社会得以重
振。 我们急需探索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
丽地球，推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
和社会的绿色复苏。

在探索绿色发展的道路上，
阿拉善 SEE 的会员们从未停止
脚步，目前阿拉善 SEE 有 900 多
名会员、30 个环保项目中心，并
已发起成立 15 家机构，深度参与
到各地的环保行动。 同时建立议
题联盟，推动绿色“一带一路”“一
横一纵”的发展战略。“一横”是东
盟 10+1区域内，形成滨海湿地红
树林保护网络，“一纵” 是指在东
亚-澳大利亚迁飞区， 开展候鸟
及栖息地的保护。

通过系统性的整合，阿拉善
SEE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将继续
携手各界伙伴在社会化平台上
凝心聚力，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连通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加强气候适应和减缓，并持续温
和坚定地向前推进我们在环保
公益路上的实践探索，为我们的
家园留住碧水蓝天。

阿拉善 SEE生态协会会长孙莉莉

拥抱变化，践行企业家环保担当
2020 年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 让人和自然的矛盾更

加突显了， 仿佛全世界都被按下了暂停键。 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不仅降低了地球和人类的复原能力，同时也大大制约了人
类战胜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

就在上周五， 阿拉善 SEE 与世界经济论坛和热带雨林联
盟共同举办了生物多样性研讨会。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
司副司长刘宁， 以及全球各方的嘉宾一起对基于自然解决方
案的目标和策略设定的理解达成共识， 各方将携手对应对生
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危机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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