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世界精
神卫生日。

当天，一项名为“新纪录，心
相通”的公益体验活动，创造出
了“最多人同时使用虚拟现实设
备（多场地）” 的吉尼斯世界纪
录、。 超过 2300 名包括企业员
工、医护人员、医学专家、非政府
组织代表和大学生在内的社会
各界人士分别在北京、 上海、广
州、武汉和西安特别设置的六个
挑战场地通过佩戴虚拟现实
（VR）眼镜同时观看了一部精神
卫生主题的公益宣传片《S 先生
的世界纪录》。

该片由西安杨森制药有限
公司拍摄制作，讲述了一位精神
分裂症患者接受治疗， 并在家
人、同事和医生的关爱和支持下
回归社会的故事。 公益宣传片借
助 VR 科技， 意在让公众通过

“真实体验” 的方式建立对精神
分裂症的正确认知，从而消除针
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并以此
倡导全社会共同为患者创造一
个充满关爱和更为宽容的社会
环境。

我国精神分裂患者 405 万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
有超过 2100 万人患有精神分裂
症。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登记在
册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约为

405 万。 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社
会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 1/5，预
计到 2020 年将上升到 1/4。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迁延性精
神疾病，导致患者思维、感知和日
常行为障碍， 其高复发的特点不
仅损害了患者的社会功能和劳动
能力， 也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
严重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 在
全球范围内，大家对于精神疾病，
尤其是精神分裂症还是有一定的
社会偏见， 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
都面临被孤立的窘境， 亟待社会
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公共政策支持力度待加强

公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偏见和歧视，是无形中加重患者
疾病负担的因素之一。 在全球，
仍有很多人认为精神疾病患者
具有攻击性， 且精神分裂症是

“无法治愈的危险疾病”，这导致
患者遭受来自疾病和社会的双
重压力。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
岳伟华教授表示：“精神分裂症
需要全程的长期治疗，这种全程
治疗和康复模式，是为精神分裂
症患者提供一个连续的、全面的
医疗服务；服务场所不仅仅是在
医院，还包括社区，方法不仅包
括药物治疗，还包括指导社会功
能和认知功能的康复，最终实现

使患者更好回归社会的目的。 ”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李莹副

教授介绍说，现在仍有不少精神
疾病患者在基本生活、 就业、就
学方面面临各种困难，生活质量
堪忧，无法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
成果。

承担社会责任不止于此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总裁
Asgar Rangoonwala表示：“一直以
来，西安杨森高度重视在精神疾病
领域公众教育的投入，并致力于推
动公众认知水平的提升。 ”

1976 年，杨森公司的创始人
保罗·杨森博士将自己发明的医
药技术和方案带到中国，凭借他
的医学研究背景，他亲自参与过
抗精神分裂症药物的研发。 如
今，西安杨森在精神分裂症领域
的药物研发已走在了前端。 与此
同时，西安杨森也联合多个城市
的政府和医院，建立了 24 个
社区医疗中心， 积极地提升
治疗的可及性， 帮助患者重
归社会。

扎根中国三十余年，除
了积极开展公众疾病教育，
西安杨森全方位地投身于多
项公益事业： 在文化遗产方
面，2000 年起，西安杨森协助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保护秦始
皇兵马俑及相关文物， 为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提供相关的研
究设备，支持博物院培训科研人
员，建立国内一流的微生物研究
实验室； 在自然保护方面，2003
年起，西安杨森支持陕西省林业
科学院秦岭大熊猫繁育研究中
心开展保护野生动物及自然环

境的工作。 在关爱弱势群体方
面，西安杨森自 2009 年起支持陕
西省慈善协会开展扶贫项目，改
善陕西省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
平和当地学校基础设施，为新农
村建设奉献了一份力量。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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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杨森献礼世界精神卫生日

用公益创新打造吉尼斯世界纪录

2018 年 10 月 13 日， 成美
慈善基金会八周年新闻发布会
暨“八载共风华·公益新趋势”
高峰对话在海口举办， 来自国
内近 200 家慈善组织、 公益机
构、 媒体及政府机构代表参加
了活动。

据悉，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由第一投资集团蒋会成发起，八
年来， 慈善公益活动覆盖中国
27 个省份， 捐赠总收入 1.17 亿
元，总支出 9452 万元，受益人数
达 15.6万余人，间接受益人数突
破 100 万，2246 万人次参与捐
赠，在中国公益慈善画卷上谱写
下属于自己的华章。

在项目研讨会上， 成美慈
善基金会三大品牌项目分别发

布了项目成果———刚刚荣获中
华慈善奖的“情暖少数民族女
孩”项目，正关注和创新地解决
少数民族地区大龄女童的教育
问题； 在全国大范围开展且一
直具有高关注度的“爱助事实
孤儿”项目，致力于推动该群体
政府保障体系的建立， 并初见
成效； 为具有公益梦想年轻人
插上飞翔翅膀的“中国青年创
想计划”项目，正在为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献策献力。

“成美慈善基金会是一颗
亮眼温暖的爱心火种， 成美快
速的成长是中国公益慈善行业
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 ”在项目
成果发布之后的高峰对话环
节，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

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给予了成
美慈善基金会这样的肯定。

徐永光强调，公益机构在发
展过程中要注重四个标准：第
一,要以需求为导向，满足社会
需求；第二,要创新，用创新的方
式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要
冒险，如果不能为了社会问题的
解决去进行风险投资社会就很
难进步；第四,要守住道德底线，
为构建社会的信用体系做贡献。

会上举行了“无境深蓝”专
项基金及“宝贝守护计划·海
南”项目的签约仪式，这两个项
目对成美未来的长远发展规划
了方向。

海南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
张造友对成美慈善基金会八年
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他表示，海
南的慈善公益发展虽然起步
晚，但是发展却很快。 自从《慈
善法》颁布后，不论是省内行业
的整体发展、规模、社会参与程
度、 慈善组织建设以及法制的
建设等方面都迈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 特别是近年来，成美慈善
基金会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
将原有工作内容与脱贫攻坚工
作相结合，取得了突出成绩，走
在了全省社会组织的前列。 他
希望成美今后再接再厉， 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李庆）

2018 年 10 月 11 日，在第七
个“国际女童日”到来之际，由全
国妇联主办，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 腾讯公司、CCTV 慈善之夜
承办的新时代女童及家庭网络
素养———2018 年“国际女童日”
主题研讨会在京举行。

会上发布了由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等起草撰写的《新时代
女童及家庭网络素养调研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制作
周期历时半年， 基于 6300 份有
效问卷的调研统计和对部分家
长和女童进行深入访谈的基础
上，分析了家庭和女童网络素养
的现状、特点及儿童在网络素养
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
强儿童特别是女童网络素养的
相关意见和建议。

《报告》显示，儿童首次接触
互联网的年龄普遍集中在 6 至
10 岁，占比达 61.4%，首次触网年
龄在不断减低。 整体来看儿童的
网络应用能力较强，但仍然存在
难以在学习、娱乐活动之间达到
平衡， 隐私保护意识有待加强，
网络负面信息辨别能力欠缺，地
区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网络能力
不平衡等短板。

《报告》指出，女童动手操作
能力高于平均水平，96.4%的女童
知道如何在手机上安装程序，
75.3%的女童表示知道如何制作
短视频，89%的女童知道如何在
微信上屏蔽他人。《报告》同时指
出，女童更容易成为网络风险受
害者，遇到过色情信息骚扰的占
比达到 29.3%。 父母更重视防范
对女童的网络骚扰，能采取防范
措施的比例达到 79.5%。

为让每一个儿童特别是女
童成为拥有网络素养的行动者、

积极的学习者和独立思考者，在
探索数字世界的时候发现和创
造自己新的可能，在网络中获得
更多积极的提升，在筑梦追梦过
程中快乐成长，《报告》给出了意
见建议。 主要是：努力提升儿童
网络应用、辨识、防范、解决问题
和参与互联网建设等五大网络
素养能力；积极发挥家庭对儿童
上网的引导作用， 明确亲子间

“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建立
平等的“积极陪伴”关系，提高家
长网络素养， 包括网络知识、网
络技能、网络信息辨别能力和网
络使用伦理认知等；将网络素养
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针对不
同年龄段儿童身心特点和兴趣，
开发儿童网络素养教育教材体
系， 引导儿童在活动中认识网
络、学习网络、掌握网络；建立健
全网络信息分类分级制度，针对
不同类别、不同级别的网络信息
设定不同访问权限，尤其是对色
情、暴力、毒品等网络信息，务必
要严格设定访问权限等。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腾
讯公司共同开发的 《护蕾行
动———小网民安全成长指南（家
庭版）》也在现场启动上线。 该指
南提供了提升儿童和家庭网络
素养的具体建议，强调儿童应主
动提升上网安全意识，做到上网
有礼仪； 个人信息上传有限度，
身体隐私不上网； 上网不超时，
自觉抵制不良信息。 提倡家长以
身作则， 在屏幕前作孩子好榜
样；学会聆听，主动沟通，给与彼
此私人空间； 加强底线教育，预
防孩子被欺凌，避免孩子成为网
络危害的传播者和加害者，明确
告诉不与陌生网友进行视频聊
天或线下见面等。 （徐辉）

成美慈善基金会成立八周年
历年捐赠收入超 1亿 三大品牌项目见成效

《新时代女童及家庭网络素养调研报告》发布
儿童应主动提升上网安全意识

2018 年，成美慈善基金会“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荣获中华慈善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