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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世界肝炎日

百度贴吧邀请肝病专家在线答疑
今年 7 月 28 日是第 6 个世

界肝炎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确定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爱肝护肝，
享受健康”， 旨在号召大家关注
肝脏健康，共享美好生活。 为了
让更多的人了解肝炎的预防及
治疗知识，中华预防医学会联合
百度贴吧邀请了两位著名肝炎
防治领域专家———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重症肝病
科主任孟庆华教授和中国疾控
中心免疫规划中心流行病二室
的张国民主任在百度贴吧肝病
吧开展肝炎知识科普访谈活动，
引发广大网友围观。

在访谈活动刚开始，两位专
家就针对肝炎的种类、 诱因、临
床症状、高发人群、传播途径等
常识给大家做了详细介绍。 在临
床实践中发现，许多人对肝炎认
识不足， 甚至存在一些误区，这

些严重影响到患者的就医行为，
也影响了对肝炎的预防和治疗，
甚至造成公众对肝炎患者的歧
视。 在访谈现场，两位专家也针
对一些常见的有关肝炎的不实
传言做出了澄清，如很多人担心
的日常生活接触会感染乙肝病
毒等。

针对肝炎患者，专家们给出
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希望能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肝炎，
消除对肝炎的恐惧。在我国，乙肝
男性患者比女性的发病人数多，
病情易进展，原因很多。 因此，孟
教授特别提醒乙肝病毒感染者，
饮酒会加重肝损伤， 加速病情发
展，严重的可危及生命。她还强调
肝炎患者应主动寻医， 接受正规
治疗。“乙肝有自然演变的过程，
如果不接受正规治疗的话， 五年
内约有 20%~25%慢性肝炎病人可

进展至肝硬化， 肝硬化病人到终
末期五年内又有 20%~25%在乙肝
病毒感染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发
生肝癌的可能。 ”

在肝炎常识科普后， 两位
专家还在现场与网友展开积极
互动，回答了部分网友的提问。
网友“咱骑驴奔小康”比较关心
病毒性肝炎患者能否结婚生育
的问题， 这也是大多数未婚肝
炎患者内心的困惑。 对此，张主
任给予了肯定回答并强调，“丙
肝患者经过规范的抗病毒治
疗，大多是可以治愈的，这对结
婚生育的影响并不大。 如果是
乙肝患者或乙肝病毒携带者，
建议在婚前， 配偶应检查乙肝
病毒表面抗原及其他乙肝病毒
血清学指标。 如果配偶是乙肝
病毒表面抗原阴性， 且乙肝表
面抗体阴性， 则须尽早接种乙

肝疫苗， 以获得特异性抗体的
保护。 按照我国的相关政策，孕
产妇分娩前均需筛查乙肝病毒
表面抗原。 如孕妇是阳性，应进
一步检查乙肝两对半， 对乙肝
表面抗原、乙肝 e 抗原、乙肝核
心抗体阳性的孕妇， 在新生儿
出生后 24 小时内建议尽早接
种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
白， 可有效保护新生儿免受乙
肝病毒感染。 如果孕期检测乙
肝病毒 DNA 载量较高，还可在
孕期 7 个月时服用抗病毒药
物，降低病毒载量，以提高母婴
阻断成功率。 ”孟教授还特别补
充道，“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接种
需要孕产妇签字同意， 另外也
是针对高病毒载量的人群接
种， 不是必须的， 遵循自愿原
则。 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的主
要是大三阳人群。 ”

目前，由于公众对病毒性肝
炎缺乏科学认知，仍存在对病毒
性肝炎感染者的歧视现象，甚至
有的人会谈肝色变。 在访谈过程
中，两位专家也呼吁大家减少对
乙肝患者的歧视，有着多年肝病
临床经验的孟庆华教授指出，

“实际上乙肝是一个慢性化的疾
病，目前对乙肝患者的治疗和管
理比较难实施。 患者本人处于对
自身的保护，不愿意让外界知道
自己的身体状况。 公众应该科学
认识肝炎相关知识，不要有恐慌
情绪，应该从心理和情感方面对
肝炎患者给予更多的关心。 ”两
位专家共同呼吁，肝炎的防控是
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 需要患
者、医护人员、社会公众共同努
力，为肝炎防治营造一个良好的
氛围。

（胡彬）

� � 2016 年 7 月 28 日是第六个
“世界肝炎日”。由斯坦福大学亚
裔肝脏中心、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办，IBM 支持的世界肝
炎日中国翡翠丝带项目活动在
IBM 中国总部北京办公室圆满
举行，这是该项目首次在企业工
作场所的落地活动。 活动以“工
作场所零歧视， 拒绝肝扰满关
爱”为主题，旨在以世界肝炎日
为契机，开展乙肝防治科普宣传
活动，提高职场人士和普通大众
对乙肝知识的认知，呼吁营造健
康友爱的工作环境。

IBM 是中国最早实行工作
场所反乙肝歧视政策的跨国企
业之一。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
IBM 就已经免费为所有员工提
供乙肝疫苗接种，到 2011 年，疫
苗接种基本覆盖 90%以上的员
工，且所有员工家属都可以免费
接种。

作为“中国翡翠丝带”项目
的企业发起方代表，IBM 大中华
区董事长陈黎明表示：“由于肝
炎的危害性，我们很多人对其是
谈之色变，甚至导致肝炎患者在
社会上遭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但越是这样，我们就越要勇敢面
对，大力宣传，提高公众对乙肝
和丙肝的认知。我们很高兴与各
界机构共同推动‘与翡翠丝带同
行’， 它传递的不是简简单单的
一个手环、一个徽章，这背后包
含了的积极、平等、包容、关爱与
力量。 ”

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
中国项目经理张建敏提到了中
心成立二十年来为防治乙肝和
肝癌作出的努力， 并十分肯定
IBM 作为行业榜样在抗击乙肝，
消除乙肝歧视方面对员工的关
怀和对社区的支持。张建敏女士
强调说：“消除乙肝歧视需要全

社会的努力， 政府是一方面，国
际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的参与
也非常重要。 ”

除了与企业的跨界合作，斯
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自成立
以来， 一直积极与各级社会组
织、青年学生团体等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 7 月 28 日前后，来自全
国 10 余个省市的 34 家公益组
织和逾 20 家高校社团在该中心
的支持下开展了骑行、 社区教
育、支教和快闪等形式多样的乙
肝防治科普活动。

中国约有慢性乙肝病毒携
带者 9300 万，占全球乙肝病毒
携带者总数的 1/3。 2015 年，世
界卫生组织发布了首份针对病
毒性肝炎的全球卫生部门战
略，以在 2030 年前消灭作为重
大公共卫生威胁的乙肝和丙肝
为目标。

（张明敏）

“中国翡翠丝带”项目首次落地企业
向歧视说“不”

2016 年 7 月 21 日， 远洋
“青春爱唱响”暑期社会实践在
贵州省望谟县石屯镇打尖边界
小学拉开帷幕。“青春爱唱响”
是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 远洋
地产有限公司于 2014 年开展
的大型品牌公益系列项目，旨
在以音乐为切入点， 为边区孩
子架起通往外面世界的桥梁，
表达专注于改变教育发展不均
衡的持续态度和行动。 边界小
学是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小
伙伴成长计划” 常年帮扶的贫
困学校之一。 早在 2011 年，远
洋之帆的志愿者们就曾经探访
过这里， 为师生们送来红棉衣
和温暖。 四年里他们从未间断
地惦记着：孩子们长高了吗？ 学
会什么新本领了吗？ 校门口的
路修好了吗？

从北京到贵州省望谟县石
屯镇边界小学，全程大约 16 小
时，其中 3 小时飞行、12 小时山
路、2 小时乡村道。 边界小学地
处贵州最贫困的望谟县打尖乡
边界村， 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极
低。 学校正处山区当中，交通极
度不便利，虽距打尖乡仅 11 公
里， 正常开车 20 多分钟的车
程， 但由于山路狭窄又崎岖不
平，地面布满大石块，活动团队
换乘的小车像骑兔子一样地上
了山， 而且土路两旁没有任何
遮挡。 在这里，当地人普遍的交
通工具是摩托车， 但据当地司
机介绍， 每个月驾驶摩托车造
成的死伤竟达上百起。 在如此
危险的土路上， 孩子上学只能
依靠步行。

4 小时的颠簸过后，团队终
于 来 到 大 山 中 间 的 边 界 小
学———一所地图上找不到的学
校，将近 200 名学生在大门口列
队欢迎团队到来。 在当地 29 度

气温、潮湿闷热的天气下，他们
穿着不符合季节的长衣长裤，领
口边缘处泛白。孩子们身上多有
泥土，并且随汗水浸润到纤维之
中，使衣服明显发硬。

而这次大学生实践奖参赛
团队、明星、景山学校师生的到
来，就是希望能让这些生活学习
条件极差的孩子们感受到关爱。
作为 2016 年“青春爱唱响”的公
益形象大使，著名歌手孙伯纶为
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音乐课堂”，这一活动也为当地
搭建起了通往外界的桥梁，带动
更多的人伸出双手帮助有需要
的群体。

远洋之帆基金会秘书长段
涛介绍， 基金会秉承着“微公
益，共参与，可持续”的价值观，
从 2008 年成立至今， 与 11 个
省市约 30 所偏远落后的中小
学建立了手拉手的关系， 主要
内容是为孩子们提供助学金、
奖学金， 并且所帮扶的学校还
在以每年 1~2 所的速度在增
加。 同时，为了更加可持续地为
孩子们提供帮助， 又考虑到帮
扶的孩子大多属于少数民族，
都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甚
至许多都是受到国家保护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开展了传
统文化培训与教育基地项目，
请当地老艺人将技艺教给孩子
们，既传承了民族文化，又维持
了孩子未来的生计。

2016 年， 远洋将持续聚焦
教育助学，有机结合基金会“小
伙伴成长计划”、“全国大学生实
践奖”、“爱唱响”等项目资源，全
新推出“青春爱唱响”项目，从教
育、公益、品牌等多角度，展现远
洋社会责任的不懈追求和公益
品牌的崭新魅力。

（张慧婧）

远洋“青春爱唱响”
贵州再次唱响爱

2016 年 7 月 26 日上午，由
姚明爱心基金、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等机构承办的“2016 姚
基金慈善赛·福州” 启动会在福
州市海峡奥体中心举办， 宣布
“2016 姚基金慈善赛”将于 8 月
27 日至 28 日在福州海峡奥体
中心开幕。届时，将由“美国职业
篮球耐克星锐队”与“中国男篮
明星队”联手献上比赛。 来自贫
困地区乡村小学参与“姚基金希
望小学篮球季”的小球员也将登
场参加比赛，与中美男篮明星同
场较量。此次比赛恰逢里约奥运
会刚刚结束，中国男篮的部分球
星也将在征战奥运后加入慈善
赛，为孩子们实现篮球梦想。

姚明介绍说，姚基金慈善篮
球赛缘起于 2007 年， 他与好朋
友纳什携手举办了一场快乐的
篮球义赛。“姚基金希望小学篮
球季” 是姚基金的核心活动，作
为首个在贫困地区小学中系统
开展的，以篮球游戏的方式对孩
子们进行体育启蒙的体育公益
活动。 截至 2015 年， 来自全国
25 个省市的 342 所学校， 累计
322,500 人次的学生参加到篮球
季活动中，而姚基金慈善篮球赛
也顺理成章成为每届的重点募
捐活动，为“姚基金希望小学篮
球季”添砖加瓦。

姚明还现场宣布，此次慈善
赛发布恰逢福建闽清县、永泰县

等地遭受严重台风灾害，经姚基
金与中国青基会、福州市政府协
商，决定将此次比赛募集资金的
一部分用于受灾地区学校体育
场地、设施设备的重建。

据悉，今年来自全国各地希
望小学的孩子们参加了篮球季
联赛，而参与的学校数量也达到
了 375 所。 通过“2016 姚基金希
望小学篮球季”联赛选拔出来的
孩子们，也将在 8 月底来到福州
参与到慈善赛的活动中来，他们
将在慈善赛的第三节上场，向观
众们展示他们的信心和球技，该
节比分将被计入到耐克星锐队
与中国男篮明星队的总比分中。

（张明敏）

“2016 姚基金慈善赛”将在福州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