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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健康责任

无限极发布 2017 全民中医健康指数
2018年 5月 23日，由中华中

医药学会、人民网·人民健康联合
主办，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协
办的“2018 健康责任论坛暨 2017
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发
布活动”在京举行。本次论坛立足

“健康中国”，从“健康责任”角度，
探讨政府、协会、专家、媒体、企业
的责任担当与方向。

助力健康中国

论坛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原副局长李大宁强调，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
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把人
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 未来的健康产业，将是一个
涉及生命科学、 传统中医养生、
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物联网和
云平台等等在内的新兴产业，会
出现许多跨学科、跨领域、跨行
业的新业态。 健康产业未来前景
广阔，大有可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副
巡视员陈梦生在致辞中指出，每个
人都是自己健康的责任人，要保持
好自己的健康，需要实时了解自己

的健康状况。通过今天健康责任论
坛公布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人民群
众提供一个指数、一个参考。“套用
一句网络时髦的话：我的健康我做
主。实现中国梦，中医药不能缺位，
建设健康中国，中医药责无旁贷。”
陈梦生说。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
刘平则认为，当前，随着从以治
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
变，从疾病管理向健康管理的转
变， 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转变，
中医药产业在健康主战场的发
力点也越来越多，希望各方能够
同心协力， 为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应有
的贡献。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黄健龙介绍，无限极作
为一家致力于中草药健康产品
开发、生产及销售的企业，自成
立以来，就确立了“弘扬中华优
秀养生文化，创造平衡、富足、和
谐的健康人生”的企业使命。

创新责任理念

在现场， 刘平和黄健龙共

同发布《2017 年全民中医健康
指数研究报告》，该报告从中医
的情志、饮食、运动、起居四大
领域入手， 分析中国老百姓的
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因素， 结合
日常生活情境给出实用性建
议，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清楚
定位自身健康状态， 从而有意
识地改进。

黄健龙阐述了一个观点，他
说：“如果说中医理论属于东方
的智慧，而指数量化属于西方的
方法，那么，今天发布的全民中
医健康指数， 就是一个东西结
合，相得益彰的产物，是将东方
智慧与西方方法相结合，为世界
创造价值的又一结晶”。 此外，在
圆桌对话环节，围绕“《2017 年全
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中反
映的大众健康问题” 这一主题，
主持人与嘉宾进行了讨论与互
动， 为大众健康问题建言献策，
提供解决方案。

无限极认为，企业要思考的
不应仅限于健康责任的定义和
目标，而应当更进一步，利用自
身的优势和资源，用“创新”的
思路、“创新”的模式、“创新”的

实践，去推动整个健康产业链的
发展与升级。

无限极还不断创新社会责
任理念，2017 年主动响应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识别出 4
大目标，并制定出对应的 SDGs
行动框架， 以求进一步扩大责
任行动的正面影响， 推动解决
健康、 教育、 环境等领域的问
题，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

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现代
化工作委员会专家管竹笋在论
坛上说，无限极在社会责任方面
的一些做法，包括将社会责任纳
入公司八大关键战略行动，连续
11 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从更大
的责任生态圈带动伙伴履行社
会责任等，对社会责任的重视及
创新实践在中国企业范围内，都
属于领先者的地位。

（徐辉）

2018 年 5 月 24 日上午，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浙江敦和
慈善基金会捐赠签约仪式在京
举行。 2018 年至 2021 年，浙江敦
和慈善基金会将资助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共计人民币 3000 万
元，用于开展“慧育中国：儿童早
期养育试点”项目，共助 0~3 岁
儿童早期发展。

“生命最初 1000天”的重要性
已得到国际普遍认同，儿童早期的
养育不当以及营养不良极大的影
响着其毕生发展。 中国政府于
2014年印发《国家贫困地区儿童
发展规划（2014年-2020 年）》，
针对贫困地区儿童健康及教育事
业发展水平低的问题， 明确提出
“到 2020年，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儿童发展整体水平基本达到或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为全面促进贫困农村地区
儿童早期发展，从根本上打破贫
困的代际传递，2015 年 7 月，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慧育中国”
项目在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的
资助下正式启动，与原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妇幼健康服
务司合作，在甘肃省华池县开展
首个试点。“慧育中国”是一项结
合养育指导及营养干预的 6~36
个月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旨在通
过家访、亲子小组活动、营养补
充剂发放等方式，改善农村幼儿
与其看护人的互动质量，促进儿
童认知、语言、社会性以及健康
等方面发展，探索适合中国农村
的儿童早期发展干预模式，采用
科学的评估方法，为儿童早期发

展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据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试

点的随机对照试验评估结果显
示，“慧育中国”的家访干预能够
使儿童发育筛查“正常”的概率
提高 51.4%， 有效促进 0~3 岁幼
儿语言和粗动作发展。 同时，干
预组看护人教养行为和家庭养
育环境也得到显著改善。2017 年
9 月， 巴西社会发展部部长奥斯
玛·特拉（Osmar Terra）考察华
池，对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
分肯定。 目前，“慧育中国”在甘
肃省庆阳市华池县、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贵
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三地试点。
截至 2018 年 4 月，“慧育中国”
项目共聘用总督导 3 名、乡镇督
导 46 名、家访员 242 名，受益儿
童近 3000 名。

2015 年至 2017 年， 浙江敦
和慈善基金会资助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慧育中国”和“山村幼
儿园”等项目，累计投入 2400 万
元用于甘肃、云南、贵州贫困地
区儿童早期发展。 2018 年至
2021 年，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将
加大支持力度， 继续资助 3000
万元用于资助甘肃省华池县和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慧育中
国” 项目。“慧育中国， 敦和同
行”，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表示
愿与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一道，
从“0”开始，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共同推动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养
育从试点尽快转化为国家政策，
让更多贫困幼儿从中受益。

（张慧婧）

慧育中国 敦和同行

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继续开展
2018 年 5 月 23 日，由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共同发起的“新成长
计划”启动仪式暨《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现状调研报告》发
布会在京举行。 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副理事长
赵东花出席活动并为首批“新
成长计划公益合作学校” 颁发
证书。

注重儿童能力培养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
党中央把教育扶贫作为脱贫攻
坚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来推进
落实，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缩小地区
差距。 在此背景下，“新成长计
划”应运而生。

与物质资助、 硬件改善类
型的教育扶贫项目不同，“新成
长计划” 注重新时代儿童人文
的滋养与浸润、 智慧的开发与
启迪、能力的培养与锻炼，通过
有计划、 有针对性地开展浸入
式、探究式学习活动，促进民族
地区、贫困地区、中西部欠发达
地区改善教育软环境， 培养提
高儿童少年适应未来社会的能
力， 以实际举措阻断贫困的代
际传递。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从项目发起初衷、理
论基础、 项目特色和项目管理
等四方面做了简要介绍， 重点
阐述了“新成长计划” 以文育
人， 通过项目合作学校的传帮
带扩大社会效应， 利用智库推

动知识有效传递， 授人以渔激
发内生动力， 帮助贫困地区少
年儿童染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底
色， 引领、 帮助儿童少年立大
志、求新知，当好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
和接班人。

重视传统文化教育

作为发起方之一的腾讯公
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表
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这些移动互联网原生技术正在
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腾讯
一直秉承“科技向善” 的价值
观，期待通过“互联网+公益”的
方式，将“科技+文化”的理念运
用于“新成长计划”公益项目，
共同推动文化传承事业不断前
行。

为确保项目立项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4 月，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在黑龙江、
内蒙古、河北、四川等 29 个省

（区、市），通过问卷调查、访谈
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开
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
施的现状课题研究。 根据研究
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郑葳副教授在活动中发布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
调研报告》。

该报告在分析总结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取得良好成效
的同时， 梳理了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 并提出进一步重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加强课程
顶层设计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改
进建议，为实施“新成长计划”
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理论支撑。

仪式中， 与会领导共同启
动“新成长计划”，并为北京市
海淀区打工子弟学校利民小学
学生代表赠送了图书资源包。

未来，“新成长计划” 将围
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立足于
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帮助
贫困地区少年儿童了解家乡，
热爱祖国，实现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知中国、看世界。 （徐辉）

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新成长计划”公益项目

“新成长计划”改善贫困儿童教育软环境

刘平和黄健龙共同发布《2017 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