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文化养老创新之举
孝乐神州长者学苑在京开学

2017 年 5 月 10 日上午，丰
台区保利益丰社区与全国老龄
办信息中心孝艺术团在保利益
丰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了“共建
学习型社区签约仪式暨‘孝乐
神州长者学苑’ 开学典礼”活
动。 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
息中心信息技术部主任陈振
华、 卢沟桥街道民政科科长孙
雅静、 卢沟桥街道保利益丰社
区书记郝建冬、 卢沟桥街道保
利益丰社区主任周萍、 全国老
龄办信息中心孝艺术团团长任
曦以及周边兄弟社区相关领导
和嘉宾出席活动并观看了社区
老年文艺表演。

此次共建活动是在社区扩
大老年教育供给、 发展社区文
化养老的一次创新之举， 为社
区老年人策划了形式多样的课
程，内容涉及法律、健康、防诈
骗、新媒体、声乐、朗诵等老年
朋友喜闻乐见的领域， 让老年
人乐在社区、学在社区。

与会领导充分肯定了孝艺术
团为社区文化养老事业发展做出
的贡献，陈振华主任对“孝乐神州
长者学苑” 的成立表达了美好的
祝愿，对街道、社区领导及参与活

动的老年文艺队伍、 公益讲师表
达了感谢。同时对“孝乐神州 长
者学苑”提出了两点希望：一要敢
于创“新”，开设特色课程，树立榜
样，发挥辐射引领作用；二要扎根
社区，做“实”为老服务，开展真正
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学习教育活
动； 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为老年文
化生活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解
决实际问题。

启动仪式结束后，“孝乐神
州 长者学苑” 首次公益讲座
开讲。 本次特约讲师是北京邮
电大学退休教授曾万生， 主题

是“摄影艺术浅谈及南极摄影
作品分享”，他用一幅幅精彩作
品带领老人们走进南极的奇妙
世界。 曾老师还分享了退休后
的人生应做好两大调整，即“艺
术修养”和“文化情怀”的调整，
让在座的老年朋友深受启发。

未来，“孝乐神州 长者学
苑”将在北京各社区、养老驿站
等地陆续开设公益课程， 为社
区老年文化生活带来新气象，
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专业的文化服务和顶尖的教育
资源。 （苏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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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6 日， 成都康
弘药业集团的“朗视界 沐光明”
公益基金项目凭借其项目管理
的专业性、创新性及收益群体的
广泛性，荣获第十四届（2017）中
国慈善榜“中国十大慈善项目
奖”。

朗沐点对点援助 精准扶贫

“中国十大慈善项目奖”是
中国慈善榜办公室在 2017 年重
要的创新奖项， 用以表彰 2016
年度公益支出超过 200 万元并
具有典范性的公益项目。

中国慈善榜自 2004 年开始
每年编制发布，榜单以寻找榜样
力量、 弘扬现代公益精神为宗
旨，被誉为中国财富人士的爱心
清单。 在过去的十三年里，中国
慈善榜共记录了 1917 名慈善家
和 4912 家慈善企业的大额捐赠
事例。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公益时报》社社长
刘京表示：“编制榜单的核心，就
是为了发掘榜样力量，影响公众
参与。 寻找榜样，是我们的使命；
传递力量，让榜样的力量直抵人
心、催人奋进是我们的格局。 ”

康弘药业“朗视界 沐光明”
公益基金项目于 2017 年榜上有
名，在过去三年持续不断地努力
下，“朗视界 沐光明”公益基金
项目成为企业开展公益项目，设
立公益基金，承担社会责任的榜
样。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朗视

界 沐光明” 公益基金项目是康
弘药业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湿
性黄斑变性等眼疾患者而设立
的公益基金。 湿性黄斑变性被
WHO 列为世界三大致盲疾病之
一， 中国的黄斑病变患者高达
400 多万， 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
化加快，湿性黄斑病变的致盲患
者数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这意
味着我国将有庞大的湿性黄斑
病变患者群体需要治疗，然而因
为治疗手段的限制，医疗费用一
直居高不下，这给患者家庭带来
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对这个群体
进行救助的同时，也是对于患者
家庭的精准扶贫。 2014 年 5 月，
康弘药业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
会联合发起“朗视界 沐光明”公
益基金项目。

为了确保湿性黄斑病变患
者在确诊后的第一时间内获得
治疗药品， 以提高救治效率，减
少患者痛苦和减轻患者的经济
负担，“朗视界 沐光明”公益基
金创新性地采用了点对点的援
助方式：对在指定项目医院就诊
并接受正规治疗的眼底疾病患
者，由医生推荐后，患者及家属
自愿申请，经项目办公室审核符
合援助条件，为其提供康柏西普
眼用注射液的药品慈善援助。

点对点援助方式的采用，精
准而快速地让患者受益。 截至
2016 年底，在短短 2 年多的时间
内，“朗视界 沐光明” 公益基金
项目已经覆盖全国 30 多个省市
自治区， 为 9000 多名湿性黄斑

病变患者提供了援助，价值超过
5800 万元，这项公益举措泽被众
生，极大减轻了湿性黄斑病变患
者的治疗负担。

公益责任融入康弘血液

在本届中国慈善榜获得“中
国十大慈善项目奖” 的各行业
中，“朗视界 沐光明” 公益基金
项目是唯一一个由中国医药企
业发起的公益项目。

据中国慈善榜办公室提供
的数据资料显示， 由于种种原
因，我国医药企业整体履行社会
责任的状况并不是很理想。 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仅要
为股东服务，还需要考虑相关方
的利益：员工、消费者、社区、环
境及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等。

医药行业和公众的健康密
切相关，医药企业对社会弱势群
体给予的专业帮扶，能够为群体
疾病改善和精准扶贫带来直接
有效的助益，因此，医药企业相
比其他行业，更具有推动公益的
专业优势和大量的社会公益需
求。 提高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意
识， 并积极地去承担社会责任，
意义重大。

“在整个医药行业履行社会
责任的水平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康弘药业在社会责任领域的表
现，堪称惊艳。 ”中国慈善榜办公
室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康弘药业是一家致力于中
成药、 化学药及生物制品研发、

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的医药集
团， 总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现
有员工 4000 余人，拥有中成药、
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生产基地，销
售网络遍布全国。

自 2015 年 6 月登陆资本市
场以来，康弘药业已连续三年保
持业绩高速增长，其中，眼科领
域是康弘致力产业布局并高度
关注的方向。 康弘研发生产的康
柏西普眼用注射液是中国首个
获得 WHO 国际通用名(INN)的
Ⅰ类生物新药，是我国“十一五”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重
大标志性成果，获评“中国眼科
学十大科技突破之一”和“中国
最具临床价值创新药” 等荣誉，
同时，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更是
新中国医药工业历史上第一个
直接进入美国 FDA III 期临床研
究的创新药。

作为一家知名的民族医药
企业，公司董事长柯尊洪在创业
之初就坚持把“康平盛世，弘济
众生”的宗旨融入到企业的血液
中。 公司不仅坚持在药物研发、
制造、销售和传播领域的专业创
新，更是勇于主动担负起企业的
社会责任，持续推动公益探索和
创新。

发展与公益并举
国货打造世界品牌

通过自身的专注医药和不
懈创新，康弘药业将发展与公益
并举，致力于推动中国企业的专
业公益服务，打造世界级国货品
牌，回馈社会和人民。

《公益时报》呼吁：“只有整
个行业的社会责任水平提高了，
作为医药企业其中的一分子，才
能真正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
尊重。 ”

康弘药业勇于担负起民族
企业的社会责任， 不止于心，更

贵在于行。 本次获得第十四届
（2017）中国慈善榜“中国十大慈
善项目奖”的“朗视界 沐光明”
公益基金项目，只是康弘药业开
展的诸多社会责任项目之一。 从
精准扶贫， 到公益文化领域探
索；从建立帮扶资金关心贫困地
区学生的基础教育，到助力培养
医疗人才的继续教育；从第一时
间的抗震救灾，到长时期的公益
义诊……康弘药业在短短数年
间陆续发起和参与多个公益项
目：关爱抗战老兵、设立“白求恩.
朗沐中青年眼科科研基金”、“医
者大爱”系列公益电影、“舒放医
患 解码心灵” 综合医院百家巡
讲、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大型公
益诊疗活动等，自 2015 年起，在
广西南宁、江西井冈山、四川甘
孜、青海玉树、安徽岳西、吉林延
吉、贵州遵义等地，康弘药业开
展了多场“朗视界 沐光明”慈善
义诊活动，并在“全国爱眼日”、

“世界精神卫生日”等重要节日，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义诊和公益
宣传活动，组织国内知名专家为
上万名患者送去了健康服务，同
时，通过“朗视界 沐光明”公益
基金捐赠药品价值超过 5800 万
元。

对于康弘药业而言，在各个
领域开展多元化的公益活动，将
企业本身的业务优势充分和公
益需求结合， 发挥企业所长，承
担社会责任，这正是实现企业成
长与履行公益责任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所在。

康弘药业以专业创新的突
出成果成为医药行业的标杆企
业，与此同时，更以最大的努力
回馈社会，通过公益项目的多元
化和持续性，用实际行动不断践
行企业“感恩于心，回报以行”的
大爱文化理念，在可持续公益发
展的道路上，成为中国医药企业
的榜样力量。 （管乐欣）

康弘药业“朗视界 沐光明”公益基金项目
荣获第十四届（2017）中国慈善榜“中国十大慈善项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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