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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支持“感动生命”全国抗癌优秀故事表彰大会
� � 为了落实贯彻十九大关于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的重要精神，由中国
抗癌协会康复会、北京爱谱癌症
患者关爱基金会共同主办、上海
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支持的“悦享
健康， 家满幸福”（RUN FOR
HER FAMILY）———“感动生命”
全国抗癌优秀故事颁奖活动于
2017 年 12 月 9 日在北京政协礼
堂召开。 国家卫计委领导毛群安
局长、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石
远凯教授、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
主任委员史安利教授以及社会
各界领导、爱心企业及人士出席
了此次颁奖大会。

千名康复者再聚京城

今年 6 月 25 日，由中国抗癌
协会康复会、北京爱谱癌症患者
关爱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悦享健
康，家满幸福”（RUN FOR HER
FAMILY）“感动生命”全国抗癌优
秀故事征集和评选活动在北京鸟
巢国家体育中心正式启动。 半年
多时间中， 近 20 万名癌症康复
者、 医务人员和社会志愿者在全
国 50 多个城市组织了多种形式
的乳腺癌公益宣教活动。

“感动生命”全国抗癌优秀
故事征集和评选活动是 2017“同
一天一起行”公众宣教活动的组
成部分之一，活动历时半年，“为
爱坚持”微信号在线收集 579 份
作品，期间线上评选平台共吸引
公众投票点赞 150 万次，总浏览
量累计高达 500 万次，所有作品
通过综合社会投票以及专家评
审团进行审查和初选，最终加权
评选出“抗癌明星家庭”“抗癌明

星患者”“抗癌明星医生”“抗癌
明星组织”4 类大奖，177 个获奖
个人和团体奖项。 专家评审团支
修益教授表示：“我们希望通过
活动传递国家对于癌症群体‘预
防为主， 防治结合’ 的理念，和
‘要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安
全摆在首要位置’的决心，树立
癌症患者积极， 阳光向上的品
质，号召更多社会资源和力量关
注癌症防治，支持癌症患者积极
抗击疾病，走向康复道路。 ”

汇聚更多抗癌社会力量

目前，恶性肿瘤是严重威胁
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的疾病，根
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最新数
字显示，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率为
270.59/10 万， 死亡率为 163.83/
10 万。在中国每一分钟就有 6 人
被诊断为恶性肿瘤，5 人死于癌
症，居于恶性肿瘤发病第一位的
是肺癌， 其次为女性乳腺癌、胃
癌、结直肠癌、肝癌和食管癌。 其
中女性乳腺癌发病最多，我国女
性乳腺癌发病率为 42.55/10 万
人，预计到 2021 年，中国乳腺癌
患者将高达 250 万。

本次活动的主办方、 中国抗
癌协会康复会主任委员史安利教
授指出， 为了响应十九大号召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战略，增
强社会防癌抗癌意识， 此次活动
更加聚焦肺癌、乳腺癌、胃肠癌、
淋巴瘤等中国高发病率的恶性肿
瘤疾病， 通过征集感动生命的感
人故事，表彰获奖个人和团体，展
现出面对疾病从不畏惧的勇士精
神，鼓励医生，家人，康复组织与
患者同行，一路鼓励、相伴、支持；

同时， 让更多的癌症患者感受到
来自身边病友、医生、专业组织这
个抗癌大家庭的温暖， 激发病患
对抗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颁奖典礼现场，多才多艺的
肿瘤康复者奉上了一台精彩纷
呈的文艺演出。 抗癌明星们讲述
了自己的抗癌历程与感悟，用事
实向社会诠释了“肿瘤是可防可
控可治”的抗癌理念。 抗癌明星
们凭借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
乐观态度，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
励更多的患者以乐观的心态面
对疾病、 接受科学规范治疗，帮
助患者建立自信的生活态度。

靶向药物纳入医保助力癌
症患者

近年来我国癌症治疗实现
了里程碑式的跨越，很多种癌症

治疗都已实现了由“可控”到“走
向治愈”的重大突破。 以 HER2
阳性乳腺癌为例，靶向治疗药物
的出现，大大提高了 HER2 阳性
乳腺癌治愈率，虽然 HER2 阳性
乳腺癌非常凶险， 但对于早期
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 通过 1
年标准抗 HER2 辅助治疗 ，患
者治疗效果及预后可以得到显
著提高， 早期 HER2 阳性乳腺
癌的 10 年生存率高达80%，最
大可能达到临床治愈 ， 晚期
HER2 阳性乳腺癌的生存期也
显著延长，一半以上的患者生存
期接近 5 年。

据悉，2017 年国家人社部发
布惠民新政，明确将国家组织谈
判的 36 种药品， 全部纳入本省
医保报销范围。 其中， 抗 HER2
阳性乳腺癌、淋巴瘤、肺癌等多
种靶向治疗药物也被纳入医保

药品目录。 史安利教授指出，更
多治疗肿瘤的靶向治疗药物在
全国各地医保的落地，将大大减
轻患者负担，更有利于帮助更多
患者走向治愈，给予肿瘤患者更
多全面的支持，提升全社会对于
癌症治疗的信心。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总
经理周虹表示，作为个体化医疗
领域的领导者，多年来，秉承“先
患者之需而行”的理念，并长期
致力于研究对抗癌症的有效方
法。 未来罗氏将一如既往地与政
府、社会组织等各方努力，继续
扩大中国癌症患者的药物可及
性。“未来我们将更多地创新的
肿瘤药物尽快地带入中国，惠及
更多中国患者。 今天，让我们一
起关注肿瘤疾病，祝福每一位肿
瘤患者早康复，一起‘悦享健康，
家满幸福’。 ”周虹说。 （徐辉）

2017 年 12 月 6 日， 雀巢健
康科学携手长和医疗在上海举
办了“筑巢，慢天使成长计划”公
益项目启动仪式，并在仪式上宣
布了中国脑瘫儿童康复工作的
实施规划。 2018 年，双方将共同
组成专家团， 针对全国 300~500
名脑瘫患儿开展康复训练营活

动, 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康复治疗
及营养支持，共推脑瘫患儿的康
复工作。

活动结束后，雀巢健康科学
大中华区总裁顾欣鑫接受了记
者采访。 谈及雀巢健康科学和长
和医疗合作的初衷时，她说：“雀
巢健康科学专注科研，探索解决

人类健康问题的合理营养方案。
长和医疗长期致力于儿童发育
行为和儿童康复事业，在儿童脑
瘫、自闭症、早产儿干预等方面
有着专业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
通过提供科学的营养与康复治
疗，帮助脑瘫患儿康复，使他们
的生活正常化，是我们共同期待
的未来。“

脑瘫是一种治愈慢、发病率
较高的病症， 孩子一旦患上脑
瘫，可能会对他的人生产生不可
逆转的影响。 顾欣鑫说：“随着我
国二胎政策的实施，新生儿数量
的增加，脑瘫患儿以每年 4 万~5
万人的速度增长。 6 岁以下的婴
童中，有约 31 万的脑瘫患儿。 3
岁之内的脑瘫患儿治愈的可能
性最大，3 岁以后的脑瘫患儿通
过长期康复治疗可以达到生活
自理，但长期康复治疗，对很多
家庭来说， 却是一笔沉重的负
担。 ”

“脑瘫儿童康复训练营活
动是雀巢健康科学作为行业领
军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训练

营活动将于 2018 年先后在北
京、上海、深圳和昆明四座城市
展开， 届时将有上百位国内外
医师、 脑瘫领域专家和康复训
练师组成专家团队， 对脑瘫患
儿开展诊断、康复、营养等评估
工作，针对每个患儿的情况，制
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 同时为
脑瘫患儿提供营养改善、 康复
训练、 科普讲座及技能培训等
帮助与支持。 这样的训练营一
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和家长对脑
瘫患儿的关注， 另一方面也能
够帮助更多的家庭解决一定经
济负担。 ”

在脑瘫患儿的营养摄入方
面，顾欣鑫坦言：“脑瘫患儿普遍
存在胃食管反流的问题。 对于这
类消化不好的儿童，我们应该提
供给他极易消化吸收的配方，比
如这次活动我们提供的小百肽，
就是可以促进患儿胃空排的短
肽配方。 同时我们也会力所能及
的去支持家长， 通过坚持早治
疗、早干预、早受益的康复治疗，
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

未来。 ”
记者在采访时也了解到，除

了脑瘫康复治疗外，雀巢健康科
学同样有在进行其他的康复项
目，其中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就
是牛奶蛋白过敏。“随着中国二
胎政策的实施 ， 去年大概有
1700 万新生儿， 这其中就约有
5%~8%的孩子牛奶蛋白过敏。这
些孩子在断母乳后喝配方奶粉
会出现过敏症状，就需要使用我
们的氨基酸配方和深度水解配
方。 ”

谈及雀巢健康科学在未来
5~10 年的发展规划时，顾欣鑫告
诉我们：“未来的 5 至 10 年间，
雀巢健康科学依旧会跟随国家
法律法规的脚步走下去。在 2010
年颁布国标到现在的 7 年时间
里，我们完成了儿科系列从过敏
到肠内营养，再到儿童生长发育
不良的全产品线推广。 未来我们
会在儿童、病人和老人三条线上
齐头并进，持续关注并不断提供
优质的营养解决方案。 ”

（管乐欣）

雀巢健康科学顾欣鑫：

为脑瘫患儿筑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