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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10 专题

“物种大侦探”夏令营活动圆满结束

2017 年 7 月 28 日，“科学聚
力，喂爱前行”倡导母乳喂养及母
乳喂养科普教育发布会在上海举
行。 此次活动由中国营养学会主
办，达能纽迪希亚支持。 中国营养
学会的各省理事长及妇幼专家近
百人参会， 共同响应今年世界母
乳喂养周“母乳喂养，共同坚持”
的主题，向全社会倡导母乳喂养。

同时，一个重在以科普方式，
支持母乳喂养的科普平台正式上
线。 该平台由达能纽迪希亚和丁
香园联合打造， 旨在让更多的中
国妈妈们能够随时随地， 轻松掌
握权威、 科学且严谨的母乳喂养
知识。 更值得关注的是，该平台特
别邀请到由中国营养学会妇幼分
会专家组成的特邀审稿专家组，
为母乳喂养知识的可信度保驾护
航。

中国营养学会长期以来倡导
母乳喂养。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
杨月欣教授表示：“今年世界母乳
喂 养 周 的 主 题 是 Sustaining

Breastfeeding Together（母乳喂养，
共同坚持），这充分表达了要把母
乳喂养支持下去， 社会及家庭各
方都需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和义
务。 妈妈是母乳喂养的核心，但并
不是唯一的责任人。 ” 杨教授强
调，政府、学术界、工作单位及大
众媒体等都是支持母乳喂养的一
个环节，只有携起手、共承担，才
会提高全国的母乳喂养率， 达到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
中提出的在 2020 年实现 0~6 个
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达到 50%以
上的目标。

达能纽迪希亚生命早期营养
大中华区研发总监卜蕾岚 (Leyla
BOUMGHAR BOURTCHAI)表
示， 达能纽迪希亚相信生命早期
1000 天营养可影响人一生的健
康， 而母乳喂养是其中最重要的
环节之一。 凭借集团近 40 年来对
母乳研究的经验， 达能纽迪希亚
相信母乳喂养无论从短期还是长
期都对母婴具有健康效应， 更有

助建立良好的母婴关系。 因此，达
能纽迪希亚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
织关于母乳喂养的倡议， 并为此
做出诸多努力。

“丁香园希望联合营养健康
领域的专业人士， 共同为大众提
供营养教育和管理。 ”丁香园创始
人李天天说道，“母乳喂养是一项
任重道远的工作， 我们需要联合
健康产业内更多的合作伙伴，在
这个过程中， 我们十分荣幸与中
国营养学会、达能纽迪希亚一起，
共同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纯母乳喂养至出生后 6 个月，且
在适当添加辅食的同时可持续母
乳喂养至 2 岁甚至以上。 与此同
时， 乳母膳食及营养需求也不容
忽视。 达能纽迪希亚也在会上表
示， 科研与科普教育都是支持母
乳喂养重要的基石， 与专业领域
及社会公众共同支持中国母婴健
康事业， 这是达能纽迪希亚必须
肩负的社会责任。 （徐辉）

2017 年 7 月 30 日下午
4 点，首次阿里巴巴“神秘抽
检” 正品公益拍卖在北京顺
利结束。拍卖现场气氛热烈，
参与者积极为“买正品，做公
益， 圆梦想” 的理念举牌竞
价，总成交价达 53580 元。加
上线上拍卖部分， 此次活动
的总收入 80166 元在现场悉
数捐赠给上海真爱梦想公益
基金会， 用于为孩子们建造

“梦想中心”。
阿里巴巴“神秘抽检项

目负责人” 秦僧现场揭秘了
“神秘抽检师” 的“剁手”日
常。近年来，阿里巴巴通过大
数据模型， 计算并定位高度
疑似卖假的商家和商品，“会
和真的买家一样跟店铺讨价
还价”， 并交由品牌方鉴定。
“一旦确定是假冒伪劣商品，
会立刻整顿商家， 轻则整改
下架， 重则关闭商家清退店

铺。 ”秦僧说，如鉴定为正品，
则作为公司资产库存保管。
目前， 阿里巴巴一年平均发
起十万余次抽检， 每年投入
上亿元购买网络平台上的可
疑商品， 正品与合格品数以
千计，“神秘抽检是阿里打假
的一个小缩影”。

拍卖结束，秦僧和真爱
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牛晓进行现场交接，将此次
拍卖的全部收入捐赠给上
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用
于为孩子们建造“梦想中
心”———以标准化模式为欠
发达地区学校建设风格独
特的，集平板电脑、图书、多
媒体设备为一体，且便于开
展互动式课程的教室，将用

“正品” 和广大爱心消费者
的“真心”让孩子们能够“上
好学”。

（张雪弢）

阿里进行首场
“神秘抽检”正品拍卖
超 8万收入全部捐建“梦想教室”

倡导母乳喂养
达能纽迪希亚支持中国母婴健康

如今，夏令营已经成为许多
孩子暑期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项
活动。 各种主题夏令营寓教于
乐，让孩子们在游戏的同时获得
了平常课堂教育中缺少的实境
体验。 2017 年 7 月 25 日至 28
日，潜心环境教育二十余载的公
益机构根与芽北京办公室（以下
简称“根与芽”）携手国家地理在
北京拒马河保护区成功举办了
一次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夏
令营活动———物种大侦探。 来自
全国各地被选拔出来的 40 名优
秀的青少年化身“侦探”， 在 24
小时内对营地生物进行了科学
的观察和全面的统计。

物种大侦探夏令营是一个
在限定时间内，探索生物多样性
的活动。 科学家、学生、家长、老
师和其他参与者一起就一个地
点的所有生物进行观察，并全面
统计，最后通过提供的资源创作
出物种地图，达到让学生们了解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以及培养
学生们的自然观察技能的目的。

根与芽水地图项目负责人
牛丽娟介绍说：“本次夏令营预
热期活动在生物多样性日（5 月

22 日）拉开帷幕，通过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线上活动，包括：多样
性知识大比拼、 薄荷与野猪、智
能软件应用及植物达人开展选
拔。 来自北京、天津、山东、江苏、
成都等地的近 100 名学生参与
到其中， 最终有 40 名学生脱颖
而出，获得了‘大侦探’的头衔。 ”

夏令营活动中，各位侦探首
先给自己取了自然名，以此为代
号互相认识，并对如何侦破案件
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接着，为期
24 小时的调查正式开始。侦探们
沿途观察各种生物，在科学家的
指导下进行辨别与记录，实时将
数据上传到 iNaturalist 应用软件
上。 在野猪沟进行物种调查的过
程中，侦探们不仅对野猪沟的物
种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学会了
如何绑定光盘、 寻找与辨别兽
迹，还初步了解了红外相机装置
的使用方法。 晚上，保护站站长
李理与侦探们分享救助野生动
物的故事。 随后，侦探们跟随队
员巡山， 并寻找夜里活动的动
物； 工作人员布置灯诱现场，协
助侦探们调查夜间昆虫多样性。
在进山观鸟活动中，侦探们在科

学家的协助下认识了很多城市
里很难见到的林鸟。 返回营地
后，侦探们综合所得的数据与信
息，分组进行地图的绘制，对调
查结果进行了充分的展示。

在夏令营即将结束时，小侦
探们共收集了 696 个样本，发现
一百多种物种。 最后随行专家点
评各组侦探的表现及绘制的地
图， 并颁发夏令营证书及纪念
品。 通过深入保护地，小侦探们
加深了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与
了解，掌握了观察自然的技能与
iNaturalist APP 的使用方法，并
与有趣的小伙伴一起顺利侦破

了物种悬案，每个人的脸上都露
出了自豪的笑容。

关于根与芽

作为珍·古道尔研究会下专
注于青少年环境教育的项目，根
与芽自 1994 年被引入到中国 ，
旨在教育青少年理解人与自然
的关系 ，鼓励他们为环境 、动物
和社区行动起来。 项目对象主要
为小学至大学的学生群体。 根与
芽在北京、上海和成都建立了三
个办公室，目前已经进入全国 28
个省 、市 、自治区的一千多所学

校 ， 培训教师累计超过一万人
次， 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少年，
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鼓励
他们去改善环境。

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北京
办公室开展的项目致力于在关
心环境 、关爱动物 、关怀社区三
个 核 心 领 域 建 立 可 持 续 的 影
响 ， 为不同年龄段的参与者设
计 特 殊 的 学 习 内 容 及 参 与 方
式 。 每个子项目在设计 、执行和
评估过程中始终考虑到目标人
群的意识 、知识 、态度 、技能 、行
为的改变 。

（高文兴）

现代软件与传统笔记结合做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