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礼不断

品乐

》礼物

B16
2012年11月3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郭漪 美术编辑 郭海燕
联系我们 qnbhdb@163.com

引言

“ 公益有礼”第五波
百位志愿者新年音乐会聆听名家演出

志愿者们，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始终如一的无私付出和倾情奉献。在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在上海
青年志愿公益周启动之际，向你们奉上我们的一番心意。今天，本报推出的第五份大礼是一份文化大餐，包括安利提
供的100张新年慈善音乐会门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提供的144张话剧门票，和博库书城提供的可享受88折购书优
惠的“ 博库公益卡”。

在这属于你的节日，让我们一起为奉献者奉献。 本报记者 陈诗松

1、生活、工作在上海。
2、年龄在45周岁以下。
3、充满爱心，热爱公益事业，热

心公益事业，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4、有三次以上志愿服务经历，

有大型活动志愿服务经历或者经常
参加公益活动、经常参与志愿服务
者优先考虑。

青年公益联盟将从申领者中择
优产生获奖者。获奖名单将通过青
年报等渠道向社会公布。

》申领方式

青年公益联盟网站下载并填写
申 领 表 格 ：http://www.why.com.
cn/gylm

》申领条件

青年公益联盟，是由青年报和
上海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单位共同发
起成立的非营利性公益平台，该平
台旨在整合政府、社会、企业、公益
组织、媒体和志愿者等各方资源，实
现公益资源共享、公益项目孵化等
功能。

联盟通过平台资源的合理调
配，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在满足
企业、社会参与公益事业、树立公益
品牌形象需求的同时，实实在在地
为公益组织的公益活动、公益项目
提供资金、物资、场地等方面的支
持，并对志愿者提供关爱和扶助。联
盟还将利用平台资源努力孵化新的
公益项目，满足更多的公益需求。

青年公益联盟将在2012年12月
15日正式启动运作。联盟的口号是：
一起公益，乐享生活。如果您热心公
益事业，快点来加入我们吧！咨询电
话：61933111。

》青年公益联盟简介

》承诺

“ 为 答 谢 多 年 来 为 慈 善 事 业
奉献爱心的志愿者，安利送出100
张2013新年慈善音乐会的门票。”
加 入 青 年 公 益 联 盟 的 安 利（ 中
国） 日用品有限公司为志愿者们
送上了第五波大礼，辛苦付出的
志愿者有机会在辞旧迎新之夜到
上海大剧院欣赏一场精心筹备的

音乐会。
公益是安利一直以来关注的领

域，自2004年以来，每逢辞旧迎新之
际，安利（ 中国）都会在多个城 市
举办新年慈善音乐会，在为观众
带来艺术享受的同时，也为残障
儿童等弱势群体筹募善款。这100
张音乐会门票将赠与真诚付出爱

心的、脚踏实地的、平凡而又默默
奉献的志愿者。“ 志愿者的工作往
往忙碌又辛苦，平时也很少有时
间能够去看演出。安利希望通过
提供这样的机会，让这些志愿者
能够坐到大剧院里面，休息放松，
聆听动听的旋律，也是精神压力
的一种释放。”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常言道，知
识是第一生产力。立志奉献爱心的青
年志愿者，只有丰富了自己的头脑，
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已经加入青年
公益联盟的上海博库书城注意到了
这一点，在图书零售已是微利的情况
下，挤出资金，向青年志愿者们推出
了“ 博库公益卡”。志愿者凭此卡便
可在博库书城宜山路店和曹家渡店
享受购书折扣优惠。

据博库书城企划经理兼团委书
记朱兵介绍，此次新推的“ 博库公益
卡” 将让志愿者享受全场图书和音
像8.8折优惠，包括平时鲜有打折的精
装珍藏版图书和高端引进版唱片都
在优惠之列。“ 这是博库目前推出的
享受折扣最低的一款贵宾卡。按照常
理，读者只有一年在博库消费满1000
元才能获得此卡。” 朱兵向记者介
绍，这次“ 博库公益卡”将向上海青
年志愿者协会的会员们无限量供应。

除了“ 公益卡”之外，博库书城
这次还承诺将宜山路店300平方米的
VIP区和曹家渡店80平方米的咖吧拿
出来，免费提供给青年公益联盟举行
公益活动。此外，博库现有的91名团
员志愿者也蓄势待发，随时准备为公
益联盟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上海博库书城成立已有8年。在
过去的岁月，博库书城始终热衷于结
合自己的特色来做慈善。汶川地震
时，博库是全国第一家开展慈善募捐
的书店，共为灾区儿童捐书2万册，捐
书包5000个。他们还参与到“ 上海一
公斤”公益活动中，拿出一两万元，
为安徽希望小学捐建一个藏书达
1000到1500册的“ 博库图书馆”。今
年，博库被授予“ 徐汇区五四特色团
组织”和“ 田林街道公益先进集体”
称号。目前博库已被推荐参加明年的

“ 上海市五四特色团组织”和“ 上海
青年文明号”评选。

本 报 讯 记 者 闵 慧 几 年 来 ，
“ 公益”两字始终围绕着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自2008年开始至今，上话连
续四年奔赴陕西省紫阳县麻柳镇作
坊村小学进行支教和帮困活动。在明
年的演出中，上话还将举办24场公益
演出，并每场拿出6张门票，共144张
回馈给青年志愿者，观看免费话剧。

志愿提供144张门票做公益
降低每一位观众走进剧场的消

费成本，让利于真正想看戏的观众，
培养起观众良好的购票习惯，也是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直致力于此的事。
自2010年8月开始，上话在大部分中
心制作的剧目中，每一演出场次中设
置了5%的50元低价票。80元公益场
的第一次尝试始于2010年8月的《 侦
察》演出。每周3场晚场演出的全部
票价均为80元。公益场一推出即收到
了非常好的市场反响。今后，上话许
诺将在更多的剧目中尝试公益场的
概念，让更多的观众用百元以下的价
格购票走进剧场。

本次上话主动请缨加盟“ 青年公
益联盟”，成为这一非营利公益平台
的一员。从2013年2月份开始，上话将
有24场公益演出，他们将特别拿出每
场6张门票赠送给青年报志愿者，全年

总计144张门票可供青年报做相关互
动活动，志愿者可以通过青年报这一
平台，获得门票，免费观看话剧演出。

除此之外，上话还免费提供了50
张VIP会员卡给志愿者，购买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可享每部剧
2张9折优惠购票。

连续四年支教暖人心
几年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想方

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尝试着公益举
措。在他们的支教过程中，上话曾在
作坊小学举行“ 戏无界·爱无疆”义
演活动，举行小学教辅书兑换戏票的
活动，顺利募集到3000多册的书籍，
还为小学建设了“ 话聚图书馆”，为
图书资源匮乏的山村小学解了燃眉
之急。

2010年年初，上话和上海捕鼠器
戏剧工作室联合成立作坊小学操场建
设基金，话剧《 无人生还》允诺在该轮
演出过程中，所有每张票款的收入将
扣除一笔费用作修葺操场基金，9月下
旬，全新的水泥篮球场建成，取名“ 众
愿操场”。2011年，上话演员俱乐部又
利用明星演员的社会号召力，用台历
义卖，广告衫义卖，明星物品义拍的形
式筹集资金，共同建设了一个水槽，解
决了同学们喝水难的问题。

引言

100张慈善音乐会门票 到大剧院聆听高雅艺术

一年一度的“ 蓝天下的至爱·安
利之夜新年慈善音乐会” 都会邀请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艺术家和演出
团体登台表演，以确保演出的高端艺
术水准，今年志愿者可以现场聆听到
的是维也纳管弦乐团的倾情献演。

演出曲目已经新鲜出炉，不但有
《 轻骑兵》 序曲、《 维也纳森林的故

事》 圆舞曲、《 土耳其进行曲》、《 蓝
色多瑙河舞曲》 等诸多耳熟能详的

经典曲目，也有《 快乐的女战士》、
《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祝你平安》

等充满中国风韵的特色改编曲目。
维也纳管弦乐团尤其擅长以轻

松的、具有舞台表现感的演奏来诠
释深奥的古典音乐，使之能更好地
与志愿者观众进行心灵间的交流。
为了更多地让志愿者感受到交响乐
的无穷魅力，乐团一方面权威演绎
优秀古典音乐，另一方面也不断发

挥创造性，大胆演奏各种现代形式
的多元化音乐作品，如对电影音乐、
芭蕾舞剧音乐、歌剧音乐和音乐剧
音乐的精心选取和个性演奏，秉承
一贯以来的传承与创新并重的乐团
风格。

在乐团演奏热情洋溢的音乐
时，志愿者们将摆脱以往听交响音
乐会的沉闷感，带来的是音乐的轻
松愉悦和震撼感受。

维也纳管弦乐团倾情献演 还有中国风韵

凭“ 博库公益卡”
购图书音像制品88折

全年144张门票
请志愿者免费看话剧

观剧

看书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成员们连续四年到陕西农村支教。 受访者供图

新年慈善音乐会将邀请100位志愿者现场聆听名家的演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