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提起张家界，大家脑海里可
能都是一幅郁郁葱葱的景象，很
难联想到当地会有严重缺水的
情况。 三年前，东陶（中国）有限
公司（下称“TOTO 中国”）在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协助下，到
张家界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中他
们发现，由于受当地喀斯特地貌
影响，尤其山区地表并不容易蓄
水，当地一些居民面临严重缺水
的困境。

在缺水季，受影响居民只能
依靠洒水车提供饮用水，而这不
仅耗费人力物力，并且无法保证
水质洁净。

经过数次考察后，TOTO
中国通过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设立的 TOTO 水环境专项基
金（下称“TOTO 水基金”），向
张家界漩水村引入了“TOTO
水基金饮水工程项目”： 在当地
开展修建蓄水池、沉淀池并将雨
水消毒的工程。 项目完成后，当
地山区居民只要打开水龙头就
能接到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截至目前，TOTO水基金已
经在新疆、内蒙古、山西、甘肃、
河北、江西、湖南、江苏、贵州等
省份援助了 10 个自然村， 为其
开展安全饮水工程，其中包括五
所乡村学校，受益人口超 1.2万。

近日，记者在 TOTO中国北
京办公室专访了东陶中国副董事
长兼总经理小野徹也。 他向我们
讲述了 TOTO 中国作为一家扎
根于中国市场的跨国卫浴企业，
为中国环保所做的不懈努力。

实施安全饮水工程

小野总经理首先介绍了
TOTO 水基金实施安全饮水工
程的初衷。 TOTO 中国希望通
过项目的实施，帮助中国低收入
地区人口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解
决农民、牧民、孩子的饮水安全
问题，传播环保科普知识，让更
多的人充分认识到珍惜有限的
水资源对于保护地球环境和人
类生存的重要意义。

谈到项目如何实施时，小野
总经理介绍说，对于每一个饮水
工程项目的实施，TOTO 水基
金都会做到“事先考察，和当地
沟通，去两至三个地方，根据受
益群体的紧急程度，至少选定一

个地方去开展项目，项目竣工后
还要进行严格验收。 ”

在项目投入使用后，TOTO
水基金也会对过往项目进行回
访，了解当年实施的项目是不是
还在使用， 了解当地居民的反
映，从而决定是否需要做进一步
的改善。

TOTO 水基金历久传承

TOTO 水基金设立于 2008
年，成立至今已有近 15 年时间，
总投入 1800 多万元。

15 年来，TOTO 水基金始
终不忘初心和项目目标，以形式
多样的各类项目和活动解决边
远地区弱势群体的安全饮用水
问题。 围绕保护水环境，TOTO

水基金开展了节约用水宣传、普
及推广水环境保护及节水知识
和技术、培养社会各阶层保护环
境意识和提高保护水环境资源
的能力及改善小区域水环境等
活动。 项目影响人群上百万。

当被问及成立 TOTO 水基
金的原因时，小野总经理这样回
答：TOTO 的先辈在创业之初
就抱着让国民拥有健康舒适的
生活、让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的
信念。 如今，TOTO 作为一个知
名卫浴品牌， 更要扎根当地，为
当地居民做出一定的贡献。这是
TOTO 的一贯理念。

2005 年，TOTO 集团在日
本成立了面向全球的“TOTO
水环境基金”， 为创造环保卫生
舒适的生活环境提供支持，同时
为解决地区社会问题和可持续
发展做贡献。 而根据 TOTO 在
世界各地的经营状况和业务发
展，企业觉得很有必要在中国市
场成立专项水基金。

因此在 2008 年，TOTO 中
国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帮助
下， 成立了 TOTO 中国水环境
基金。 在世界各地，TOTO 集团
希望利用自身优势，更有效地利
用水资源，开发更多的节水环保
类产品，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健康
的生活，同时为保护当地水环境
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经营和责任融入一体

当问及 TOTO 对公益事业

的理念时，小野总经理表示，“无
论在日本， 还是在其他地方，
TOTO 在开展经营事业的同时
都希望着眼于当地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TOTO 一直秉承的理
念是，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和企业
的社会责任活动融为一体的。 ”

例如，TOTO 在经营过程
中不断研发节水产品。 上世纪
90 年代， 国内座便器的抽水量
国标是 15 升， 而现在 TOTO
的智能座便器最少抽水量仅为
3.3 升。“这一类节水产品的问
世也是 TOTO 实现企业社会
责任价值的重要一环。 ”小野总
经理谈道。

TOTO 在开展各类社会贡
献活动的过程中， 通过沟通、协
作和协调，把环保的理念传递给
消费者，希望通过社会公益活动
让客户、 员工理解公司理念，提
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此外，TOTO 集团在 2021
年启动了《新共同价值创造战
略 TOTO WILL 2030》， 旨在
于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社会”和“整洁与舒适健康的生
活。 ”TOTO 集团希望同步实现
社会价值、 环保价值和企业的
经营价值， 通过 WILL 2030 也
将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做出贡献 。 为此 ，
TOTO 也将在中国市场不断努
力耕耘， 通过不断开展符合中
国国情的公益活动助力中国环
保事业。

（徐辉）

� � 除了解决边远地区困难群体的安全饮用水问题，TOTO 水基金
还围绕保护水环境开展了一系列节约用水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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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中国环保，一家卫浴企业能做什么？

陈明涛没想到一个包装能
有如此大改变。 这一个月，他的
蜂蜜在当地供不应求 ，“自从换
上了新包装，销售额涨了 10 倍，
半年销售有 30 多万元。 ”

陈明涛是陕西宜君寺坪村
走出的第一个 “985”大学生 ，相
比本名 ， 村里人更爱叫他陈硕
士。 返乡卖蜂蜜创业后，他踩坑
无数，但阿里设计公益项目组的
到来让事情发生了转机。

一封求助信

陈明涛的蜂蜜新包装出自
阿里设计师讲讲之手。 去年 5
月， 她和阿里设计公益项目组
“寻美”第一次来宜君，他们以设
计师视角四处走访，发现了一个
现象：宜君在国际上获过奖的农
民画只挂在县文化馆墙上，而景
区及街边的广告牌都是千篇一
律的粗糙设计。

“为什么当地最美的东西不
能被更多人看到？”而这也是“寻
美”项目组的初衷：把乡村的美
提炼出来，用设计助力乡村。 讲
讲和同事们利用业余时间，通过

宜君农民画和魏碑上的元素，让
苹果、核桃换上新包装，帮助当
地农民增收 3000 万元。

这一切， 陈明涛看在眼里。
他写了一封求助信，找到了阿里
驻宜君乡村特派员刘亚辉，想请
设计师给自家蜂蜜换个包装。
“他把自己的创意和对家乡的情
结都写在了信里。 ”刘亚辉拿到
信，立即联系“寻美”项目组与陈
明涛进行沟通。

宜君海拔高， 野生植物丰
富，是中华蜂栖息地，至今保留
着汉代土法养蜂技艺。但因为产
量低、价格高、销路差，许多蜂农
都在转行。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蜂
蜜背后的故事和价值，必须进行
品牌升级。

反复调整方案

沿袭当地农民画的风格，阿
里设计师请当地农民画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王改银，绘制了
一幅当地老蜂蜜的农民画。设计
师基于这幅农民画的创作，设计
了五款蜂蜜的包装。

原以为有了设计稿，蜂蜜换

新包装就指日可待。 但好几天，
陈明涛都在为一根绳子发愁。

为突出传统老蜂蜜的手工感
和淳朴感， 讲讲为蜂蜜罐子设计
了牛皮纸纸封， 纸封需用一根绳
子系在瓶盖上，“绳子系得不好
看，大一点小一点差异都很大，需
要细致地去打磨， 不是我做一个
图案贴上去设计就结束了。 ”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
生与死，而是从设计稿到实物。”
讲讲说，她原来是淘宝心选设计
师，设计过许多爆款产品。 之前
她只需负责设计， 其他有人协

同。 但与县域商家对接后她发
现，除了专业，还需要更多的时
间和耐心。

前前后后跟踪 3 个多月，反
复调整了十几个版本，实物终于
上线。听到陈明涛在群里反馈销
量暴涨的消息，讲讲体验到前所
未有的成就感，“虽然最后呈现
效果还不是最完美的，但能给蜂
农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这个时
间花得很值。 ”

除了设计，阿里公益还为陈
明涛专门建了一个群，为他在营
销上提供详细指导、线上营销活

动推荐、线下渠道拓展，甚至连
文案都会帮助修改。

带动更多人脱贫致富

“库存都卖空了，一个月增
收了两三千元。 ”对于当地人来
说，两三千块钱相当于种七八亩
玉米的收入，也相当于一些家庭
一年的零花开销。有了收入就有
了信心，陈明涛说，当地的养蜂
规模如今提高了 10 倍， 他合作
的蜂农也多达 200 多户。

在宜君， 陈明涛不是孤例，
有更多年轻人让改变发生着。刘
亚辉说，他和阿里巴巴要做的就
是，通过培养散落在乡村的新农
人，让他们手把手去教更多的农
民，“新农人有情怀有梦想有知
识，愿意去带动更多的人一起从
脱贫走向致富。 ”

这种想法跟设计师讲讲的思
路相似。“如果把一个设计给到一
个农民，其实产生不了太大价值。
但如果我们把它给到一个新农
人、一个企业，它的价值可能会放
得更大， 它的效益又可以反哺给
当地的那些农民。 ” （皮磊）

用设计助力乡村

阿里设计公益项目组为农民增收 3000万元

� � 阿里设计公益项目组为蜂农陈明涛设计的产品新包装，该包装
使其蜂蜜销售额增长了 10 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