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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
术交流中心的见证下，玫琳凯
（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玫琳凯”）携手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
位于德国波恩的世界会议中心
宣布将共同启动一项全新合作，
在云南开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示范村项目，以创新模式探
索推进中国村落实现精准扶贫
和自我发展的新思路，为全球范
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
解决方案。

推进可持续发展是解决各
类全球性问题的根本之策。此
前，世界各国领导人曾齐聚联合
国总部，正式通过了2015年到
2030年的全球发展战略，推出

17项涵盖经济、社会、环境等三
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未
来15年世界各国的发展和国际
发展合作指明了方向。

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俨然成为中国，甚至是世界面
临的新挑战。为了进一步探讨
适合中国国情的理想实践，支持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
化，玫琳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将共同
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示
范村项目，以位于云南省的贫困
村外普拉为试点村落，计划采取
社区、公共部门和企业合作的创
新模式为彝族贫困农户，尤其是
妇女，提供能力建设，帮助她们
把握发展机会，创造新的收入来

源；同时将利用当地已有的自然
与文化资源，将外普拉村打造为
生态健康村，开发以生态旅游为
基础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玫琳
凯在女性培训和发展方面的优
势，通过可持续的方式实现精准
脱贫和自我发展，达到经济、社
会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

作为一家以“丰富女性人
生”为使命的企业，玫琳凯一直
致力于为中国女性创造职业机
会，帮助她们拥有自己的事业，
实现经济独立和个人成长。此
外，玫琳凯还通过创立玫琳凯女
性创业基金，使每个潜在的女性
创业者都能获得资源和机会。
对于如何促进贫困地区妇女发
展，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角
色，玫琳凯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
验。在玫琳凯中国副总裁张晶
女士看来，“人类发展中仍面临
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商业在解决
这些问题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玫琳凯希望能够利用
商业机构的专长和资源充分参
与社会问题的解决，甚至通过与
第一、第三部门创造性地合作，
革新问题的解决办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示
范村项目将通过整合各方利益
相关方的资源，探索综合解决农
村贫困问题、性别平等议题的创
新发展模式，并为国内和国际其
他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
和复制的实践经验。

玫琳凯亚太区总裁蔡庆国先
生在京荣获由国家外国专家局、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美中人
才交流基金会颁发的“马可·波罗
奖”。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玫琳凯”）及蔡庆
国先生为促进中美人民之间友
谊，推动国际人才交流事业所做
的杰出贡献备受认可。

据悉，“马可·波罗奖”由中
美双方共同设立，旨在表彰通过
不同途径积极促进和支持中美
经济文化交流事业的企业及个
人，在奖项设立的十几年间，共
40余位国际著名企业家和社会
活动家获此殊荣，包括美国前总
统乔治·布什等。

颁奖仪式上，国家外国专家
局副局长陆明对玫琳凯和蔡庆
国先生给予了高度认可。蔡庆
国先生表示，玫琳凯深知中美关
系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最富
有活力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全
球化时代，增进两国经济文化层
面的深入沟通和了解将为世界

经济及和平格局带来广泛积极
的影响。因此，玫琳凯始终将推
动中美关系持续发展视作重要
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跨国商业
机构的资源和优势，致力于成为
促进两国沟通交流的桥梁和使
者，通过积极支持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等国际权威专家参与中
美关系研讨会；在玫琳凯亚太生
产中心和上海行政中心接待国
外政客、学者和学生，展示中国
的对外开放和营商环境；持续推
动中美两国人才交流等，为增进
中美经济、文化及学术领域的联
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蔡庆国先生强调，“玫琳凯是
一家美国公司，但我们一直有着
一颗‘中国心’。”作为一家总部在
美国的海外子公司，玫琳凯有幸
见证了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引领者
的历程，并且得益于良好的中美
关系，在中国取得了长期而又稳
健的发展。未来，玫琳凯仍将不
断推进中美交流事业，力求为中
国社会做出更多实质性贡献。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正式落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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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写作为生的“范雨素们”

□记者 张丛博

“我的生命是一本
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
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这是近两天在朋友圈
刷屏的自传体文章
《我是范雨素》开头
的一句话。作者是
44岁的范雨素，她
出身湖北襄阳农
村，现在北京做
育儿嫂。她以质
朴的表达、真挚
的情感，收获了
众多读者的赞
叹和眼泪。其
实，像范雨素
这样的文学
爱好者还有
很多，范雨
素的突然
走红带给
人们哪些
思考？大
河 报 记
者进行
了 采
访。

因为突然间的媒体聚焦，
在北京郊区皮村生活的范雨
素，原本做的小时工不得不被
耽搁。文章产生的反响超出了
范雨素的想象，26日她不堪其
扰关闭手机。

在皮村有一个“工友之
家”，范雨素是文学小组的成
员，在志愿者老师指导下开始
写作，严格意义上的作品只有

《农民大哥》《我是范雨素》两
篇。所以当三家出版社找来要
出书时，她惊讶地说：“我都没
有写过多少东西呀！”

仅读完初中，文笔功力与她
喜欢读书有很大关系。走红之
前，人们会问范雨素写文章的初
衷，她说：“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
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
欲望。”意外走红之后，她一再解
释，“我是靠苦力吃饭的，不靠写
文章谋生，我对文字没有自信。”
文学在范雨素眼中“是一个港
湾”，“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本
书就好像可以休息似的。心境
烦躁，过得很苦的时候，可以逃
避”。她的作品多是自述性质，

“没有感情我写不出来”。
在这股“范雨素热”中，范雨

素却冷静得多，并觉得文章走红
不会改变今后的生活。她说：

“我年龄大了没有什么痴心妄想
了，只希望这件事能尽快结束。
我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不适应
有这么多人关注我。”

事实上，皮村的文学爱好
者已经不是第一次引起关注，
只是这次动静大一些。范雨素
所在的文学小组里，有一位笔
名李若的河南信阳打工者，《我
是范雨素》的初稿刚写完，范雨
素就曾发给她交流。

“我觉得这还是一阵风，最
终还是会回归平淡。”昨天中午
李若对大河报记者说。2016
年，她在工友之家文学小组交
的十多篇作业，被发布在网上，
每篇阅读量均高达50万余，李
若也吸引了很多媒体采访。

曾在电子厂、服装厂打过工
的李若，一次偶然的机会加入到

“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开始尝试
写东西，文章内容基本都是老家
见闻和打工中碰到的真人真
事。“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
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想写出
来。”她说，生活在大城市的底层
肯定有自己的不如意，写文章主
要是想给伤痛找一个出口，通过
写文章尤其是在发表后，发现找
到了一点存在感。

尽管文章被更多人关注，但
李若和范雨素一样都不打算走
上写作的路，“我不认为自己是
那块材料，文学是那么金贵的东
西，我从来没做过靠文学吃饭的
梦”。她希望以后的生活仍然是
多读读书，有兴趣了写一些文
章，不苛求收获，保持平常心。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
名作家乔叶分析说，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个性，范雨素也是其中之
一，但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用合
适途径去表达，而范雨素找到了
文学，她用朴素直接的非虚构文
体，将自己的经历和观点袒露，
有很强的代入感，让读者产生共
鸣。

“文本中还透露出作者的个
人魅力，人格魅力通过文字表达
形成了文学魅力，特别能感染
人。”乔叶表示，范雨素的文字有
观点有认识，哪怕是有限的，她
也是尽量表达自己的认识和观
点，直面现实，同时有幽默感，读
者从中看到社会各阶层的现状，
并感受到强韧的生命力。

对于“范雨素们”，乔叶也接
触不少，她觉得文学本来就没有
圈子界限，只要有才华，写作是
最低成本最低门槛的艺术形式，
任何人都可以选择，同时文学表
达是精神世界最大程度地呈现
自己，正如有句话所说的“人民
大地，文学无疆”。

文章走红之后，范雨素被推
到聚光灯下，但面对是否会从事
专业写作这个问题时她仍坚持

“靠苦力吃饭”。乔叶特别能理解
范雨素的选择，“其实真正热爱写
作的人首先是自我满足、自我表
达，并不寄望通过文学转变身份，
从事专业写作的一定是极少数，
更多人是出于朴素的热爱”。

范雨素带来的话题仍在持续发
酵，在一片赞扬声音之外，亦有“文本
不够好”“被过分吹捧了”等意见。当
然，“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对于
文章的种种讨论在情理之中。

更值得思考的是，人们那惊讶的
眼光背后折射出的是阅读和写作在
当下的稀缺。这已经不是近两年第一
个因为文字和身份而被关注的普通
人。不管是漫步在湖北乡间田埂作诗
的余秀华，还是穿梭在厂房与流水线之
间的“打工诗人”群体，人们都如同看到
横空出世的“奇人”一样，一窝蜂地围观。

我们身处小憩几日就生怕落伍，抛开
手机一刻便会坐立不安的环境中，被表情
包和网络流行语填充的精神世界，变得越
来越单薄，大家“有识无智”。而范雨素强
调“自我教育”，初中毕业之后保持阅读的
习惯，她用文字实现自我表达，将身边故
事和所思所想写下来。反观我们，又有多
少人结束学生生涯后，没有再读过几本
书，写过一些东西？

文学有造诣高低之分，但无门槛高
低之限。范雨素走红带给人们的，绝非
是否有资格进入所谓作者圈的争论。她
所传达的启示是，任何人哪怕是打工者
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活着就要
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

当我们在热闹围观之后，也应该像
白岩松谈到全民阅读所倡议的，给自己
留一些发呆和放空的时间，拾起书本和
笔头，而不是仅仅做一位分享转发的“看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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