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日， 由全国亿万学生阳
光体育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办，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独家支持的“健康好娃娃·全
国小学生阳光体育摄影展示活
动”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四个多月时间， 摄影展示
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 31 个省
市的 4 万多所学校的近 90 余
万幅作品。 据新时代青少年体
质健康促进中心主任刁铁民介

绍，2007 年，由教育部、国家体
育总局和共青团中央共同启动
了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
动。 开展本次“好娃娃摄影展示
活动” 是希望通过学生自己拍
摄身边的体育活动， 真实反映
当代小学生日常体育生活和阳
光体育中的精神面貌。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 青少年是祖国
的未来和希望，公司旗下“好娃

娃” 系列儿童药品品牌多年涉
足公益事业， 并向全国的家长
普及健康的儿童生活知识，目
的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有一个
强健的体魄，能够健康的成长。

据了解，“健康好娃娃·全国
小学生阳光体育摄影展示活动”
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0 名、 二等
奖 20 名、三等奖 30 名和 100 名
优秀奖。这些优秀的作品还将在
全国小学校进行展示。 （徐辉）

水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极为
重要，但健康饮水的理念和知识
亟待普及。“倡导健康饮水不是
一个特定的活动能实现的，需要
我们坚持不懈地推广和普及，并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中国饮
料工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在“你
@水吗”全国健康饮水公益活动
阶段盘点仪式上说。

“你 @ 水吗”全国健康饮水
公益活动于 3 月 22 日在 2012
年中国·国际包装饮用水峰会
上正式启动， 由中国饮料工业

协会联合 5100、 昆仑山、 康师
傅、 景田百岁山等多家水企共
同发起实施。

为了更好地普及健康饮水
常识，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联合
专家编写并发布了国内首部
《健康饮水手册》， 并在新中关
购物中心举办了全国健康饮水
公益活动嘉年华， 通过互动小
游戏让参与者在游戏过程中了
解到健康饮水知识。 活动主办
方还为过往的群众免费发放
《健康饮水手册》， 并讲解和宣

传健康饮水知识。 手册内容同
时在新浪微博上发布， 通过网
络向公众传播健康饮水知识。

另外， 为了唤起由于工作原
因忽视健康饮水的人群的饮水意
识，建立良好的饮水习惯，活动主
办方为环卫工人、 快递员和公交
司机这三个因为日常工作原因不
能及时、 足量饮水的群体赠送了
健康安全的瓶装饮用水和《健康
饮水手册》，希望公众在关注健康
饮水、科学饮水的同时，关注他们
的饮水健康。 （王烨）

� �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汤小泉（左）和中国三星大中华区总裁张
元基社长（中）以及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军（右）共同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揭牌

福及 8500万残疾人 中国三星点燃爱之光
集善·三星爱之光 2012年助残行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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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6 日上午，“集善·三星
爱之光 2012 年助残行动启动暨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假肢矫形中
心揭牌仪式”在中国康复研究中
心举行。

“肢体残疾患者装配假肢矫
形器有巨大的需求。 ”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副主席、 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理事长汤小泉介绍， 中国
目前有 8500 万残疾人，有康复需
求的肢体残疾人有 2412万。我国
已经进入老年化社会，目前有 60
岁以上老年人 1.44亿，约 7000万
老年人需要康复服务。 我国慢性
病的患病率越来越高， 慢性病患
者已经超过 2个多亿， 其中糖尿
病患者有 9200 万，骨性关节炎患
者有 1亿多， 这些患者的数量还
在继续增加。 这些患者需要各种
假肢、矫形器来辅助日常生活。此
外，由于地震、雪灾等自然灾害也
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由此造成
的肢体损伤患者也急需假肢矫形
器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中国三星大中华区总裁张
元基表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作
为国内最权威的残疾人康复项
目发源地及摇篮， 有着人才、设
备、技术等优势。 希望中国康复
研究中心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成
为世界顶尖级康复中心，为更多
的残疾人群体带来希望和梦想。

打造更好的康复器具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假肢矫
形中心是“集善·三星爱之光”系
列公益项目之一。 成立于 1988
年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是我国
唯一一家以康复为特色的三级
甲等综合医院，其下属假肢矫形
中心主要从事残疾人及老年人
辅助器具研制工作。 同时，这里
还是首都医科大学假肢矫形工
程本科专业教学基地和康复工
程研究生培养基地。 24 年来，这
里已累计开发各类残疾人康复
辅助器具 140 余种，装配各类假
肢、矫形器 12 万余件，拥有国家
专利 30 余项。 众多肢体残疾患
者在这里恢复了行走和生活自
理能力，回归了家庭和社会。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 国内
外前来就诊治疗的患者日益增
多， 而研制设施和设备已严重破

损老化，亟待改造修缮。 为此，中
国三星通过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向该中心捐赠了 450 万元，用
于设备更新和环境改造， 大大提
升了这里的临床、科研、教学条件
和综合服务实力。因此，假肢和矫
形器制作能力从过去的几千件，
增加到一万余件， 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将会有更多的肢体残疾患
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服务。

“原来假肢矫形中心只有 10
个工位，现在增加到了 20 个。 每
一位技师都有了一个全新的工
作台，连接电源、压缩空气都非
常方便。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主
任李建军向张元基、汤小泉介绍
道，“现在生产量翻了一番。 原来
能生产 500 个假肢，现在可以达
到 1000 个； 原来生产 5000 个矫
形器，现在可以达到 10000 个。 ”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汤
小泉理事长表示：“中国残疾人
福利金会的‘集善工程’致力于
为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爱心企业
搭建一个为残疾人谋福祉的平
台，中国三星及‘集善·三星爱之
光行动’就是一个典范。 中国三
星集团的善款将大大提升这里
的临床、科研、教学条件和综合
服务实力，更多的肢体残疾患者
将得到及时有效的服务。 ”

从“三星爱之光行动”到
“集善·三星爱之光行动”

“集善·三星爱之光行动”是
由中国三星和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为 8500 万残疾人共同开
展的综合性残疾人支援公益活
动。中国三星自 2010 至 2014 年，
将每年捐赠 1000 万元，5 年共捐
赠 5000 万元来支持中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开展爱之光白内障
复明、脑瘫儿童康复、聋儿语训
等一系列公益项目。

2010 年，“集善·三星爱之光

行动” 先后为内蒙古呼和浩特、
赤峰脑瘫儿童康复基地，北京自
闭症中心购买治疗设备；为四川
北川、广元地区支援灾后重建工
作；为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辅具
展览提供赞助。

2011 年，“集善·三星爱之光
行动”通过开展“集善工程———
助听行动”， 为全国 200 名贫困
聋儿提供助听器语训帮助，还面
向石家庄小儿脑瘫康复中心最
具有康复希望的 10 名特困脑瘫
儿提供康复治疗。 此外，还资助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改善和提升
康复工程研究所的假肢矫形器

临床生产和假肢矫形工程本科
专业的教学、科研条件，资助中
国康复研究中心偏瘫病房改造；
资助“盲人励志书系”公益出版
项目；赞助《三月风》杂志社开办
“人道温暖我们图片展”。

事实上，三星自 2007 年起就
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合作，
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为贫困白内
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的“三星爱
之光行动”。 2010年 2月，中国三
星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再次
签署协议，开展“第 2 期三星爱之
光行动”。“第 2 期三星爱之光行
动”从 2010 至 2012 年，除了保持
原有每年为全国各地 2050 名贫
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的项
目外， 还将每年各建立 5 所白内
障手术中心和盲人训练中心。 截
至 2011 年，全国已有 10450 名贫
困白内障患者因此重见光明。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残疾人
的支援力度，2010 年三星与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签订协议，将
每年捐赠 1000 万元，5 年共捐赠
5000 万元，启动“集善·三星爱之
光”行动。

中国三星以“分享经营”为
公益理念，以“做中国人民喜爱
的企业， 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
业”为发展目标，在教育支援、农
村支援、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
四大领域积极参与、开展各种公
益活动。 其中包括赞助希望工程
建立三星希望小学活动、 通过 1
对 1 结缘持续支援农村的一心
一村行动、大学生西部支教的希
望阳光行动， 以及一社一河、一
湖、一山环保活动等。 （吴燕辛）

赛诺菲关注孩子健康成长

水企关注公众饮水健康

中国三星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社长等参观假肢矫形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