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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的“另类”崛起

以文化为媒介
唤起记忆，加深融合

海口村是典型的城郊融合
类村庄，外来人口占 80%。村民不
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外来人融
不进来， 村里人找不到自己的
根。 项目初期，社会工作者联动
村委会和志愿者，开展了“小记
者”古村落文化探索营和古村落
文化寻宝活动，引导海口村儿童
和随迁儿童实地走访村落景点，
采访村民了解村史， 探究海口村
的古宗祠建筑、 宗祠风俗和风土
人情。在社会工作者的启发下，孩
子们通过共同制作海口景点地
图，重新认识了自己居住的地方，
提升了对海口村文化的认同感。

村内长者见证了海口村从禾
田、 桑基鱼塘一步步走向商铺林
立、经济发达的过程，他们是文化

保育的重要力量。 社会工作者邀
请长者作为“导师”，与儿童青少
年、 外来人口等分享自己在海口
村短暂的童年快乐、 艰苦奋斗的
年轻岁月、婚姻嫁娶的点滴，重温
海口村走向美好的回忆。 村内不
同群体齐聚一堂， 交流对村文化
的记忆和见解， 重塑对村落文化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外来人口也
对海口村有了新的认识。

挖掘骨干力量
搭建平台，培育组织

社会工作者走访后还发现，
海口村村民中有很多了不起的
文化匠人和能人，有以制作瓷器
出名的大师，有书法享誉四方的
名人，还有心灵手巧的折纸达人
等。 但这些能人平时都如同珍珠
一般散落在村落， 闭门闭户，不
为外人所知，也不愿参与村中事

务。 社会工作者带领村内儿童一
一拜访，鼓励他们加入村文化保
育志愿服务队，用自己的特长为
海口村的文化保育贡献力量。

随着项目的深入开展，社会
工作者逐渐培养了一批以文化
匠人和能人为主要成员的社区
文化保育员和以儿童青少年为
主的社区文化导赏员。 社会工作
者引导他们以访谈、查找文献的
形式记录海口文化的古往今来，
并形成《海口景点导赏文化册》
和海口口述史资料等，还通过导
赏文化册派发、 海口村景点导
赏、传统工艺共享活动等，让村
民和外来人口加深对海口村文
化价值的了解。

打造公共空间
活化建筑，焕发新生

作为一个有 800 年历史的村

落，海口村至今仍保留着建于明
清年间的三大宗祠建筑，然而随
着时代变迁，宗族、节庆活动减
少，宗祠大都年久失修，大量的
石雕风蚀殆尽，墙壁也已斑斑驳
驳。 社会工作者通过联动村委
会、相关职能部门、周边企业和
热心村民等筹集改造资金，结合
地理位置和具体文化特色，对三
大宗祠进行了重新修葺。 如今祠
堂常年开放供村民使用，村民的
文娱活动和各种婚丧嫁娶活动
都在这里开展，各姓族人也会不
定期在祠堂举行聚会和团圆活
动，村民之间的互动多了起来。

为进一步发挥村内资产的
作用，社会工作者联动村党委链

接各方资源，把三大宗祠和海口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打造成社区
公共空间，展示海口村的文化魅
力。 三大宗祠是海口文化对外的
窗口，海口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则
被改造成为海口文化导赏的接
待中心，同时也是海口文化展览
场地，目前已引入村内文化匠人
的剪纸、陶艺、绘画等多种展品，
吸引了众多游客到访。

在今后的服务中， 社会工
作者还将持续助力， 探索与旅游
文化等相关职能部门统一规划村
里的宗祠和乡景，打造海口村的特
色文化品牌和旅游景点，让海口文
化成为乡村崛起的重要支柱。

（据《中国社会工作》）

近日， 斯凯奇与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2021 斯
凯奇中国牵手童行健步走“关
爱留守儿童项目， 以挑战赛的
方式为“关爱留守儿童”项目筹
集善款。 斯凯奇首场活动捐款
50 万元， 并持续进行中。 筹得
的善款将计划投入校舍重建以
及留守儿童帮扶， 为孩子们创
造更好的运动和学习环境。 热
衷公益事业的斯凯奇也在 2020
年末被授予 2020 年度责任品
牌奖和 2020 抗疫杰出贡献企
业两项殊荣。 对于进军中国短
短 10 余年的斯凯奇来说，这两
项殊荣是对该品牌社会贡献的
肯定和嘉奖。

斯凯奇中国、韩国及东南亚
首席执行官陈伟利曾透露，“践
行公益，回馈社会”一直是陈家
家训。 2007 年，陈伟利推动中国
香港联泰集团旗下联泰企业有
限公司与斯凯奇合作，建立了合
资公司———斯凯奇中国。 作为斯
凯奇中国的领航人，他倡导“在
中国、为中国”的商业发展理念，
为消费者提供全年龄段、全场景
运用的鞋服产品，且不断深耕三
至五线城市。 同时，不断加大在
中国的投资，除建立亚太产品研
发中心， 还在太仓投资超过 10
亿建立物流中心。

陈伟利的父亲陈守仁博士
创建联泰集团，业务范围涉及渔

业、酒店旅游、制衣、物流、房产
等十多个领域， 他身体力行，带

领儿孙积极参与各地的慈善社
会服务，多年来，捐资及推动大
量扶贫、助孤、助学及老人等慈
善福利项目，在教育、医疗和社
会慈善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贡
献，令大众受惠，得到各地政府
及民众的尊敬。

陈守仁博士出生于中国福
建泉州，身离乡心不离，十分关
注家乡发展。 改革开放后，他回
到祖国投资设厂， 并在家乡福
建泉州出资出力修桥补路、投入
助学。 1985 年，在泉州成立“陈
守仁家族福利基金会”， 规范发
展慈善福利项目， 更在 2001 年
创办“泉州慈善总会”及“泉州

慈善促进总会”，大力促进泉州
和福建全省各地慈善福利事业
的发展。

2015 年，积极响应国家实现
全面脱贫目标的号召，陈博士拨
捐五千万港元成立“仁善扶贫基
金会”， 通过产业帮扶和小额信
贷扶持、提高贫困地区人群的劳
动所得及教育水平等方式帮助
当地脱贫。从 2016 至 2020 年间，
在云南、贵州、甘肃、河北、福建 5
省 16 县的贫困地区， 实施了 43
个产业扶贫项目，投入金额 5580
万元人民币，带动贫困户 3 千户
左右。

为实现“青年兴则国家兴，青
年强则国家强”，陈守仁和联泰集
团长期捐资各个院校， 并持续推
动培育下一代的项目， 并在香港
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
市大学设立“陈守仁基金”以资助
中国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同时，自
20世纪 80年代起，陈守仁便倡议
捐资兴建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中
华公园等， 以让旅居海外的华人
后代， 以至外国孩子能有机会认
识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这一
理念从陈守仁博士一直延续到
陈伟利身上。

作为福建泉州慈善大使的
陈伟利全力推动公益发展，2016
至 2017 年， 陈伟利带领斯凯奇
中国， 携手壹基金， 在深圳、北

京、杭州等地发起“为爱同行”公
益健步走活动，以呼吁消费者与
斯凯奇中国一起用点滴努力去
筹集善款， 帮助困境中的儿童，
还开创性地发起“卡路里慈善”，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走出趣”
活动，助力参与者完成慈善行为
的同时，充分体验行走的乐趣并
倡导健康生活。

同期， 斯凯奇中国再次联
手壹基金开展壹乐园运动汇项
目， 为云南省武定县田心小学
搭建多功能运动场， 并与爱心
人士一起前往慰问当地师生，
将 550 双全新斯凯奇运动鞋和
学习用品捐赠到小学生手中，
从物质和精神层面给予最全面
的关怀。

2020 年，为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斯凯奇已先后捐赠
物款共计 1170 万元， 其中 500
万元由现金形式捐赠于中华慈
善总会； 价值 500 万元的斯凯
奇鞋服产品物资及 170 万的医
疗物资，全力支持一线医务工作
人员。

陈伟利表示将带领斯凯奇
中国努力履行社会责任， 在未
来， 定将展现更强大的公益力
量，从儿童关怀、可持续发展、宠
物关爱等多方面齐头并进，用公
益事业把每一份点滴的善行汇
聚起来，回馈社会，向社会传递
更多爱与正能量。 （苏漪）

品牌公益之路———延续与传递爱的力量

文化导赏员为游客介绍海口村乡景六角亭

� � 联泰集团创始人陈守仁博士（右一），斯凯奇中国、韩国及东南亚
首席执行官陈伟利（左一）

陈伟利表示将带领斯凯
奇中国努力履行社会责任，
在未来，定将展现更强大的
公益力量， 从儿童关怀、可
持续发展、宠物关爱等多方
面齐头并进，用公益事业把
每一份点滴的善行汇聚起
来，回馈社会，向社会传递
更多爱与正能量。

“

� � 海口村是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下辖的一个自然村 。 这个与海南省省会同名
的村庄因生产大盆缸瓦而闻名 ， 是佛山中心城区唯一享受地铁和城轨配套交通的

村居 。
在城市化发展浪潮中，海口村因偏居一隅，获得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发展后劲不足，加之传

统制造业已经转移他处，村民大多靠股份分红和出租房屋为生，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匮乏。
2019 年，佛山市禅城区禅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了海口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具体运营工作，运
用社区营造理论，从“人”“文”“地”“景”着手，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助力海口村的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