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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23 日是北京这
个冬天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在
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游泳馆内，
游泳运动员宁泽涛热身之后跳进
了泳池，跟在他身后的并不是往日
的队友或者赛场上的对手， 而是
10个可爱的小朋友。 谁也不会看
出，这些孩子都曾患有先天性心脏
病，且因为家庭贫困无力承担高额
的医疗费用而面临有可能失去生
命的艰难处境。因为接受了NU
SKIN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的
救助， 他们顺利得到了手术施治，
重获健康新生。

2017 年 10 月， 在美国盐湖
城举办的 NU SKIN LIVE 善的
力量晚宴上， 身为 NU SKIN 如
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青春公
益大使的宁泽涛主动提出将一
堂自己为康复先心病患儿量身
定制的游泳课作为拍品进行慈
善拍卖，并最终被该基金九届荣
誉常务理事刘美仪以 7 万美元
的高价拍下。 时隔三个月，这群
幸运的孩子从浙江、河北、云南、
江西、陕西来到北京，在宁泽涛
手把手的指导下上了一节“世界
冠军级”的游泳课。

项目携手青春公益大使落
地北京

就在游泳课的当天上午，宁
泽涛出席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举行的“NU SKIN 如
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北京落
地仪式”。 NU SKIN 如新承诺承
诺将在未来五年向北京楷祺基
金会累计捐款 500 万元人民币
用于开展先天性心脏病救助。 这
也是 NU SKIN 如新中华儿童心
脏病基金成立十年之际，与世界
外知名心血管病专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展开
儿童先心病救助深度合作的里

程碑式发展。
阜外医院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心血管疾病诊治中心和国家
级医学中心，拥有全国最大的小
儿先心病诊疗中心，在先心病救
助方面扮演“国家队”的重要角
色。 此次 NU SKIN 如新与中国
青基会、楷祺基金会、阜外医院
的多方合力，致力通过“公益资
助+医院减免+医保（新农合）报
销+家庭自负”的公益模式，将最
优质的医疗技术服务提供给贫
困先心病患儿，精准帮扶贫困患
儿家庭。

十年救心，不忘初心

怀着“救治先心病患儿，赋
予儿童如新的生命，将社会长期
负担转化为未来的社会贡献力
量” 的愿景，NU SKIN 如新在
2008 年创立了 NU SKIN 如新
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 在项目创
立时，NU SKIN 如新制定了一
个“小目标”：每年捐助 100 万元
人民币，持续 10 年，共注入 1,000
万元救助金。 而十年后再回顾，
这确实只是一个太小的目标。 因
为截至 2017 年底，NU SKIN 如

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已经成
功在大中华区募集善款超过
9,500 万元人民币， 共救治了超
过 7000 名贫困先心病患儿。 据
安永针对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
基金给出的影响力评估报告中
显示，该项目对患病儿童支助的
总体影响估算价值已经超过 12
亿元。

对先心病患儿生命的救治
是项目产生正面社会效益最直
接和最有效的途径，但由于撬动
了众多社会资源，NU SKIN 如
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还产生
了更加巨大的长远效益：项目大
力推进先心病筛查，十年间累计
为 134,385 位大中华贫困儿童提
供了免费先心病筛查，最终及时
发现 3,834 名先心病患儿； 项目
出资支持复旦儿科医院“新生儿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诊断与评估
体系” 项目，2 年内共为超过 2.8
万的新生儿提供筛查服务；成功
培养了 81 名先天性心脏病治疗
的医生，接收培训的各医院每年
平均共增加的手术例数超过 185
例 ， 新增门诊接收案例接近
2,000 例。

在如新对该项目支持的基

础上，复旦儿童医院申请到上海
和全国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
建立全国协作网络，创下了全球
范围内样本量的新纪录，为进一
步推广开展新生儿先心病筛查
提供了重要的循证数据，其研究
成果被国际顶尖学术期刊《柳叶
刀》在线刊登，是该杂志创刊以
来，首次刊登我国儿科界研究论
著。 项目成果荣获教育部科技进
步二等奖，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一
等奖。 在此项目的促进下，2016
年上海市将此纳入新生儿普筛，
同时全国许多地区也推广该项
目。

安永的影响力评估报告指
出，NU SKIN 如新中华儿童心
脏病基金成功聚拢了众多社会
资源来共同应对先天性心脏病
难题，包括政府的支持、学术机
构的参与、 各地基金会的协调、
医院医生的努力等，让整体项目
从多方面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由此可见，NU SKIN 如新中华
儿童心脏病基金凭借着包括前
期筛查、慈善救治、志愿服务及
医疗培训的完整救助链条，已经
发展成为儿童先心病领域的标
杆项目。

让善的力量循环发光

NU SKIN 如新中华儿童心
脏病基金项目救助金的重要来
源之一是 NU SKIN 如新事业经
营伙伴的捐助。 此次拍下慈善游
泳课的来自新加坡的刘美仪，就
是长期持续为项目捐款的九届
荣誉常务理事。 因为认同 NU
SKIN 如新善的力量的企业文
化，她在打拼事业的同时，也希
望自己能通过先心病救助的平
台为社会出一份力。

这次，刘美仪专程从新加坡
来到北京，现场感受宁泽涛给孩
子们上的游泳课。 她表示，虽然
孩子学习游泳的时间只是短短
一下午，但宁泽涛这个世界冠军
的正能量，一定会让重获新生的
他们受到激励。 她说：“小朋友们
一定会暗暗为自己设定一个目
标：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冠军。 ”

让先心病患儿获得救治，只
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而更重要
的是希望每一个重获新生的孩
子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回馈社会，
让善的力量循环发光、发热。

（辜哲）

NU SKIN 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落地北京
十年救心成标杆项目 携手宁泽涛从心出发

中华慈善总会军魂爱之家基金在京启动
近日，中华慈善总会军魂爱

之家基金启动仪式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全国工商联原副主
席王治国、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
边志伟、中华慈善总会大众慈善
促进委员会执行会长张倩玉、中
华慈善总会军魂爱之家基金执
行主任秦和平和深圳德邦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振海等
出席启动仪式。

中华慈善总会军魂爱之家
基金由深圳德邦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人民
币 200 万元设立，旨在凝聚社会
力量，关爱抗战老兵以及生活困
难的离退休老战士、 年迈军烈
属，以实际行动感恩革命先辈和
人民军队为了民族独立、国家稳
定所作出的牺牲和奉献，用爱心
传递温暖与尊重， 支持国防建
设，开创军民融合发展新局面。

张振海表示：“生活在和平

年代的我们，应该时刻铭记两个
词———珍惜和感恩。 因此，我们
越发不能忘记， 在民族危亡之
际、在重大灾难面前舍生忘死的
军人们，以及在和平年代保疆戍
边、保家卫国的军人们。 作为一
个企业，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中发展壮大，理应尽自己的一份
力量回报社会。 ”

“军魂是每一个当兵人的军
人情怀，更是爱国情怀。”秦和平
有过一段军旅生涯，他深情地说
道，中华慈善总会军魂爱之家基
金的启动，离不开众多具有军人
情怀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大
力支持。他说，“希望更多热爱祖
国、心系国防、关爱军人及军烈
属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加入
到我们的慈善事业中来，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 ”

中华慈善总会大众慈善促
进委员会执行会长张倩玉在启

动仪式上指出， 军民鱼水一家
亲。 民是军的本源，军是民的支
撑。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优抚工
作，并为此做了极大的努力。 但
是，解决军人的后顾之忧，让抗
战老兵、复员老兵、军烈家属安
度晚年， 是社会各界义不容辞
的责任和义务。 2016 年，《慈善
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界定了
慈善活动的领域，其中第二类
中，“优抚”是新增内容，意味
着国家倡导全社会加大对困
难优抚对象的帮扶。 习近平主
席也明确指示：“最伟大的力
量是同心合力。 新形势下，双
拥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
张倩玉说：“我们要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 继承和发扬优
良传统，拥军优属，军民同心，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注入强大
的慈善正能量。 ”

（张慧婧）

2018 年 1 月 20 日，“中国社
会责任百人论坛———第四届企
业公益年会”在北京举办。 会议
发 布 了 《企 业 公 益 蓝 皮 书
（2017）》，其中，东风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公益发展指数综合评分
82.75 分， 在国有企业 100 强排
名中位列第 3 位， 在中国企业
300 强排名中位列第 6 位。此外，
会议同时公布了“2017 年 50 佳
企业品牌公益项目”， 东风公司

“润苗行动” 凭借在公益助学方
面的成果荣获该奖项。

作为央企，东风公司一直努
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开展
公益慈善活动。 2012 年，为完善
履责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社会
责任工作全面开展，东风公司成
立东风公益基金会，作为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五年来， 东风公司通过东风
公益基金会，协同各二级单位、基
金会理事单位共同开展了一系列
形式多样、 内涵丰富的社会公益
实践活动。 其中， 在公益助学方
面，东风公司通过开展“东风润苗
行动”，在湖北、四川、云南等地建
起 15所“东风希望小学”，为当地
学生打造“衣、食、住、行、学”五位
一体的助学模式， 推动了当地教
育事业发展。在扶危济困方面，东
风公司第一时间为四川雅安、云
南鲁甸地震灾区， 以及湖北洪灾
灾区捐款捐物， 支持灾后重建工
作。 此外，东风公司还发起“益路
平安”东风爱心大行动，为因交通
事故致残的儿童送去善款和爱
心。在东风公益基金会的推动下，
东风公司公益影响力不断提升，
并连续三年获评企业社会责任发
展领域五星级企业。 （于俊如）

《企业公益蓝皮书（2017）》发布
东风公司公益发展指数居国企三甲

经过项目救助后恢复健康的孩子们和宁泽涛一起学习游泳NU SKIN 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慈善救助项目在北京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