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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新冠肺炎物资
公益平台”被许多人转发分享。这个
大年初三刚刚诞生的平台，由一家专
做北斗定位技术应用的民非组织自
发赶制，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技术
咖”们，从大年初一开始，盯着电脑屏
幕不眠不休，只为让自己的脑洞在这
场“战疫”中派上用场。

哪里缺什么，一目了然
在一个名叫“众志成城，共渡难

关”的疫情防控物资公益组织对接群
里，82名成员每天要发上百条供需对
接信息，有时供需双方都心急火燎又
不了解对方，对接颇为吃力。

当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互联网众
筹部部长陈晨把一个 H5链接“扔”到
群里后，困难一下子缓解了不少。点击
上海区域图标，各种需求一目了然：某
段高速道口缺一次性医用口罩、 护目
镜， 某街道联防联控专项小组缺一次
性手套、防水连体防护服，某社区医院
缺一次性工作帽、鞋套、口罩……上面
都有联系人电话，只要点一下，可直接
联系需求单位。

这个以 H5 形式存在的平台，构
建了全国各省市“需求清单一张图”。

运用 GIS（三位可视化应用）地图发布
医疗物资及原材料需求，支持“物资
类型”“城市区域”“发布时间”等多维
度查询。 那些能提供物资援助的人，

就可以直接与需求方取得联系，点对
点精准帮助。

从研发到发布只用了三天
这个平台是谁做的？ 记者通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辗转

联系到这家民非组织———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下属平台
“智能交通工程中心”。这是专注北斗定位技术应用的单位，

在位置服务、信息发布等领域颇有经验。中心主任陶欢是位
80后湖北人，他说，自己在上海过年，看到上海众多医护人
员“逆行”到湖北疫区工作，觉得自己也必须做点什么。

他设想利用专长做一个微信产品，可集结各种有效信
息。他把想法向领导汇报后，得到大力支持。大年初一深
夜，陶欢在 54人的全员群里吼了一声，希望同事们一起加
班做产品。30名工程师立即响应，当晚 11时，临时成立的
项目组开起“云碰头会”。项目组分为“数据组”“研发组”和
“外联组”，大多数成员是 90后。数据组负责数据收集，研
发组积极开展平台需求分析、功能设计、平台搭建和上线
测试，外联组主动对接外部单位、组织和个人。

数据组组长柴田鑫身在内蒙古，他每天从7时工作到次
日凌晨2时，只为确保发布的每条需求信息都真实、及时、可
靠；外联组组长段亚辉手机24小时开机，数十个微信群消息
不停闪烁，电话、会议不间断，只为号召更多志愿者参与平
台建设；研发组成员王晓洒也放弃休息，投身前端开发。

几乎是神速，“新冠肺炎物资公益平台”第一版从研发
到发布只用了三天，于大年初三晚 6时上线，正式版于初四
下午发布。随着需求不断增加，开发团队持续对平台进行维
护、扩展和实时迭代更新。

麦欧文在办公室。 资料照片

跨国企业多特瑞中国为抗击疫情捐款捐物，总裁麦欧文力推公益当选为上海慈善之星

“我把自己当成这座城市的一分子”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 多特
瑞（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向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捐款 40万元、 捐物折价 60万
元。 这是企业总裁、 美国人麦欧文（Owen

Messick）力推的公益事业。在中国工作、生
活了近 30年的麦欧文是上海荣誉市民和
上海市慈善之星，2019年还拿到一张永久
居住中国的身份证。57岁的他， 对中国有
很深的感情，总是带领企业积极参与各种
赈灾、扶贫等公益活动，累计捐款总额超
3200万元人民币。

“他们叫我白煮蛋”

在第二十六届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晚
会上， 当选为慈善之星的慈善人士中，麦
欧文是唯一的老外。身材高大的他，站在
台上颇为抢眼。 他用标准的普通话告诉
大家：“我在上海生活了 12 年，我喜欢这
座充满爱心的城市。 我已把自己当成这
里的一分子。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为这
座城市做出自己的贡献。”

麦欧文所在的这家精油企业，被市慈
善基金会负责人评价为“有社会责任的跨
国企业”。多特瑞中国由麦欧文管理，这家
企业在创造利益的同时热心回馈社会，踊
跃参与公益事业，分别与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以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合作，成立并
启动“多特瑞携手关爱基金”，如今累计捐
款总额超 3200万元人民币。

麦欧文的“中国缘”始于 30 多年前。

他第一次到中国旅游，就爱上这个历史文
化悠久、民风淳朴、有着各种美食的国度。

1990 年， 他到香港工作，2007 年定居上
海。很快，麦欧文在上海成了一个“被中国
人包围的老外”，在家里，他的妻子是中国
人， 公司里， 他也是仅有的一名外国人。

“他们叫我白煮蛋。”麦欧文笑着说，因为
他肤色虽白，却有一颗中国人的心。

麦欧文掌管多特瑞中国，盈利状况良
好，称得上一名成功的管理者。但他对成
功却有不同的定义，在他看来，成功不仅
是自己获得多少， 而是有没有帮助别人，

对别人来说“你有什么价值”。

热衷慈善的初心，与他的童年经历有
关。他的孪生哥哥儿时曾患过重病，须每
天在医院接受治疗， 这给他们全家带来
沉重的压力， 是好心人帮助他们挺过难
关。而他生活的小型社区人口不多，邻里
之间却相互熟识， 家家户户都会分享食
物，在别家有困难时互相帮忙，这种彼此

关爱的生活方式也深深影响了他。“我希望
能反哺社会， 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家庭。”如
今的他有了足够的资源可以帮助他人。他
说，多特瑞的美国总部，曾在遭遇 2008 年
金融危机、 公司盈利情况大受打击的情况
下，同样没有放弃慈善，这或许源于公司创
立之初就定下的“疗愈之手”的理念。深谙
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他，觉得“疗愈之手”正
是中国人所说的“施以援手”。

他给自己定下目标———希望未来 10年
中，能累计投入 1 亿元慈善基金，帮助 1 万
个家庭提升生活品质。

很多善款投向孩子
过去一年中， 多特瑞中国参与慈善活

动的清单足有 39 项。从陪伴自闭症儿童游
戏、为特殊儿童举办音乐会，到教老师如何
给孩子们进行精油放松， 麦欧文动员员工
们都参与这些慈善活动。 在青岛牵手自闭
症康复中心、 深圳应许之地特殊儿童康复
中心、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大连小海豚
特殊儿童康复中心等地， 参与的多特瑞员
工少则五六人、多则 80 人，年轻员工给孩
子们带去欢乐的同时， 自己也享受到了奉
献的快乐。

2019年 12月 21日下午，静安区华山路
上的马兰花剧院，上演了一场由多特瑞中国

资助的特殊儿童迎新音乐会。由静安区一些
公益创投专项基金资助的一群有智力障碍
和精神障碍的孩子， 在社会组织的培养下，

纷纷可以独立演出。由他们带来的独唱曲目
《黄昏放牛》、小合唱《大鱼》和歌曲《梨花颂》

等，均获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这也让麦欧
文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慈善信念。

麦欧文特别愿意把善款投向孩子。他一
有时间就到儿童自闭症机构当志愿者。多特
瑞中国也在麦欧文的带领下，先后对国家儿
童医学中心发育儿科、8所自闭症学校、上海
小马过河特殊儿童表演中心及星星雨蓝书
包项目等进行捐赠，并致力于对大众进行自
闭症科普、帮助医院进行确诊并支持早期干
预，还提供机会为自闭症孩子建立展示才能
的舞台。麦欧文的心愿是“希望让这群特殊
又可爱的孩子，更有尊严地生活”。

“还有一些身患重病却无力支付高额医
疗费的贫困患儿家庭，也很需要我们。”麦欧
文经常带着员工去医院探望重病患儿，一有
机会就动员身边朋友共同帮助患儿。2018年
9月及 2019年 5月，上海慈善基金会“多特
瑞携手关爱基金”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合作，共计
捐款 900万元，计划帮助超过 200个患有重
大疾病的贫困患儿家庭。

多特瑞中国在过去两年里还特别帮助

了一批贫困地区儿童， 先后向四川广元、云
南富宁、江西全南、甘肃瓜州四个贫困市、县
捐赠 390万元人民币，用于改善当地乡村小
学及幼儿园的教学环境、生活质量等。去年
初，多特瑞中国又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
作，参与“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向农
村地区 3至 6岁儿童提供早期教育，以提高
中西部贫困地区及偏远地区的早期教育机
会公平和质量。目前多特瑞中国提供援助的
乡村小学及幼儿园，数量已达 37所。

中国是福地，也是家
截至 2019 年底， 多特瑞中国建立的 8

支会员志愿者团队， 分别在青岛、 上海、深
圳、北京、惠州、郑州和大连的自闭症机构长
期持续组织公益活动。作为静安区纳税百强
企业，多特瑞中国还第一时间参与“百企结
百村”结对精准扶贫行动。他们为云南广南
县捐款 30 万元，开展“带人、带物、带产业，

转观念和转村貌”的村企结对，为贫困地区
有创业需求的妇女、家庭提供小额贷款循环
金和无偿帮扶款，实现从“授人以鱼”向“授
人以渔”的转变。

“2019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麦欧文的
中文表述很准确。2019年， 企业增值税税率
从 17%降至 13%，下降 4 个百分点，这相当
于为多特瑞中国节省了约 8000万元人民币，

同时，企业得到了 150万元的税收补贴，用来
培训员工。

连续两年进博会也给企业带来新的发
展机会。第一届进博会上，多特瑞中国只租
下 9 平方米的小展位， 已然感受到市场对
其精油产品的接受度；在第二届进博会上，

麦欧文租下一个 108 平方米的展位。 首发
新品一周，线上就卖出一万瓶精油。不到两
年时间， 中国已成为这家美国公司最重要
的海外市场。麦欧文透露，美国总部批准了
他在上海投资建厂的申请。

如今的中国，对麦欧文来说，不仅是事
业发展的福地，也是他的家。麦欧文说，上海
有着浓厚的慈善氛围，他的上海朋友们大多
都有一颗善心， 都很乐于响应公益倡议。比
如，他的中国丈母娘就是社区志愿者，而多
特瑞中国公共关系部的年轻员工们，也都跟
着他一起做慈善。这几年慈善事业在上海发
展迅猛，但他觉得，慈善供需对接的通道还
可以更畅通。

麦欧文说， 不管未来企业盈利情况如
何，他都会把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点，带领员工积极履行。以一个人、一个
家庭、一个社区的方式，持续支持及参与慈
善事业，向社会传递爱与希望。

■本报记者 栾吟之

■本报记者 栾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