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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3 日， 由凤
凰网和中英人寿联合主办的
2018“星星点灯·加油吧！ 中国
少年” 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计划
启动仪式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
馆举办。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副
主任宋文珍，“星星点灯” 公益
项目总设计师、 中英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总裁俞宁， 凤凰网副
总裁兼总编辑邹明， 世界科普
界最高奖得主、 中国科技馆原
馆长李象益，奥运会冠军高敏，
“红色基因传承人”、 原沈阳军
区后勤史馆馆长、 退役大校徐
文涛、演员印小天，演员张恒，
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
张鹏出席活动， 共话关爱留守
儿童。

宋文珍在开场致辞中表

示：“为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发
展创造良好环境健康成长，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
必然要求。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加油吧！中国少年’，通过我们
的活动引导孩子们修身立德、
勤学上进、 锤炼意志， 养成健
康、乐观、向上的品格，使我们
的孩子爱党爱国、胸怀理想、志
存高远，在新时代里，做一个心
灵纯洁、人格健全、品德高尚的
人，做一个有文化修养、有人文
关怀、有责任担当的人，在追逐
中国梦的道路上书写人生的辉
煌。 ”

据俞宁介绍，今年“星星点
灯” 公益项目创新性的将爱国
主义教育与当下的时代精神进
行了结合。 在实地探访儿童的
过程中，将在 12 省份开展“爱

国主义知识对抗赛”和“小小配
音家比赛”，在润物细无声地传
递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
精神的同时， 让孩子们感受改
革开放 40 周年来国家取得一
系列伟大成就， 增强孩子们的
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愫。

近年来， 该项目不断与精
准扶贫结合，已投资逾 2000 万
元人民币援建 27 间关爱小屋，
帮扶了超过 13 万名留守儿童，
并携手了中茶、 可口可乐等企
业参与其中。 谈到未来，俞宁表
示，中英人寿将继续坚持“保险
回归保障”的本质，聚焦和助力
“精准扶贫”， 勇担保险企业社
会责任， 探索建立可持续发展
的企业公益长效机制。

致辞中， 凤凰网副总裁兼
总编辑邹明也表示， 之所以把
今年公益行动的主题定位为
“爱国主义”， 只因这是青少年
成长中最重要的一课。

邹明认为， 爱国应该从小
培养，教育不仅在课堂，更在孩
子的生活和互联网空间里。 凤
凰网有责任利用网络空间，把
握青少年审美， 传播和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

活动现场， 来自中少金童
艺术团的孩子们以一首《夜空
中最亮的星》掀开了“爱国·爱
家·爱未来”公益圆桌论坛。

李象益表示， 对孩子的关
注是钱财不能代替的， 徐文涛
也直言接触留守儿童时中发现

并不是物质匮乏， 而是精神上
的缺失。 奥运冠军高敏表示，自
从代表中国队出征， 就知道五
星红旗是信仰， 希望对留守儿
童的意义一样。

印小天回忆起 16 岁独自
北漂特别想家， 鼓励家长即使
无法长期在一起， 也要多通过
视频与孩子交流， 这也是爱的
体现。 作为有两个孩子的明星
母亲，张恒建议孩子 3 岁之前，
妈妈陪在孩子身边， 寒暑假最
好也克服困难聚在一起。

之后， 宋文珍和俞宁为李
象益、 徐文涛和高敏三位爱心
顾问颁发了爱心证书， 张恒和
印小天也在现场被授予爱心大
使并颁发证书。

“星星点灯”公益项目实施
以来， 很多从前参与计划的孩
子都慢慢长大。 现场，来自河北
省邯郸市魏县完小的李瑞芹校
长带着陈安子、 房佳艺两位学
生代表也惊喜现身。 房佳艺已
经 1 年没有见到在外地做生意
的父母了，提到这，小女孩马上
泣不成声， 直言在没有爸爸妈
妈陪伴的日子， 是爱心组织的
支持和陪伴让自己不再孤独，
未来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你们好好工作，我也好好
努力。 ”这是陈安子最想对父母
说的话，他回忆道，是爱心志愿
者的陪伴让自己感受到了家的
感觉，以后将把爱心传下去。

（王心怡 ）

关爱留守儿童

中英人寿“星星点灯”项目在京启动

2018 年 10 月 11 日，“世
界镇痛日”来临之际，由中国健
康科普联盟、 中华医学会疼痛
分会指导，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
有限公司承办的大型公益活动

“骨骼肌与关节疼痛病规范化
管理科普公益行” 启动会在京
举行。

本次公益活动的主题为
“健康中国，科普助力”，来自
全国各地的医疗行业人士和
新闻媒体记者共计 200 余人，
围绕中老年人慢性疼痛现状
和疼痛规范化管理解决方案
展开了深入讨论。 据了解，我
国每年有超过两千万的成人
遭受 20 天以上的疼痛， 由疼
痛所导致的一系列生理及心
理的问题对患者造成了不可
估量的创伤，因此加快疼痛规
范化管理势在必行。

在启动仪式上，西藏奇正
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
军介绍了慢性疼痛疾病的现
状，他认为疼痛不仅是一个世
界范畴的医学问题，也逐渐成
为了社会最受关注的健康问
题之一。

北京天坛医院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会分主委刘

延青也表示， 疼痛是一种无形
的威胁， 时时伴随着我们的生
活。 根据全球疼痛指数（GPI）
调研的结果， 全球有高达 67%
的人因为肌肉、肌腱、韧带和关
节的疼痛在生理和精神上遭受
折磨， 生活质量因为疼痛而受
到巨大影响， 因此作为专业医
护人员， 更有责任积极投入到
疼痛管理健康科普工作中来。

基于这一目的， 在中国健
康科普联盟指导下， 奇正藏药
联合众多行业专家， 共同启动
了 2018 奇正疼痛月科普公益
行活动。 本次公益活动将深入
走进北京、广州、上海、重庆、苏
州、深圳等 15 个城市，并邀请
在行业内具有极高声望的专家
学者开展义诊和科普讲座，与
15 城的市民面对面沟通，旨在
通过公益科普的行为方式，以
医院为渠道，地方媒体为平台，
向大众科普疼痛规范化管理的
概念，引起社会重视。 同时，通
过专家传播正确的骨骼肌肉疼
痛病症防治专业知识， 引导大
众树立院外正确防治慢性疼痛
的意识， 提高社会大众的生活
质量，达到“健康中国、你我同
行”的目的。 （张明敏）

2018 年 10 月 11 日至 14
日 ， 由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麦道学院召集合作伙伴大学共
同召开的第 7 届“麦道学院年度
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全球
各地 35 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的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联手解决全球
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 今年，清
华大学为该论坛的共同主办方。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与全
球合作伙伴学校的密切合作，为
因地制宜地制定解决方案，应对
全球最大挑战， 提供了最佳机
会”， 校长马克·莱顿（Mark S.
Wrighton） 博士说，“本着这种精
神，高峰论坛的亮点包括一系列
专家演讲、 高管会议和研讨活
动， 重点关注健康及老龄化、能
源与环境、农业等问题。 ”

论坛邀请美国前总统奥巴
马的科学顾问约翰·侯德伦（John
P. Holdren）博士做主题演讲，并
举办分会场讨论，并邀请来自世
界各地大学的研究生参与“3 分
钟”演讲，并举办以及一系列企
业高管研讨会。 圣路易斯华盛顿
大学和清华大学还联手麦道学
院的国际合作伙伴大学签署备

忘录，旨在减少各大学校园的碳
排放量，并促进每所大学制定可
持续发展的措施。 在中国签署此
项协议意义重大：中国已经承诺
于 2030 年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
体排放国，也由此成为减少全球
碳排放的重要合作伙伴。

“我们寻求建立可持续发展
校园的协议，并共同努力推广这
些实践”， 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
助理副校长兼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系主任、罗帕塔讲座教授比
斯瓦斯（Pratim Biswas）说。 比斯
瓦斯教授还兼任麦道学院全球
能 源 与 环 境 合 作 组 织
（MAGEEP）的董事，该组织在研
讨会期间还举办了一个关于校
园可持续性发展的高管研讨会。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国家，并且正在发展成为老龄化
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根据人口
统计学家的预测， 到 2050 年中
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公民将年满
60 岁。目前中国用于老年人口保
障的花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约
7%， 到 2025 年这一比例将增长
至 25%，同时中国也将面临劳动
力人口短缺的严峻挑战。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布朗
社工学院下属弗里德曼“老龄化
研究中心”主任、“布朗社会政策
研究” 杰出教授南希·莫罗豪威
尔（Nancy Morrow-Howell）博
士指出：“世界迎来一个全新的
人口年龄结构，许多国家的老年
人人口超过儿童人口。很多的制
度和政策在制定之时，人口平均
预期寿命还只是 60 多岁。 而现
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步入 80 岁
和 90 岁的年龄段， 这就预示着
现存的制度和政策不再行之有
效，必须加以改革。 ”在此次论
坛，莫罗豪威尔教授将负责主持
一个高管讲习班，讨论大学如何
根据人口年龄变化进行转型。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位于
美国密苏里州， 该校下属麦道
学院招收来自不同学科的合作
大学的优秀学生， 为他们提供
严格的研究生指导以及领导力
培训、文化活动和研讨会。 学院
还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合作大学
网络， 旨在促进科研合作和孵
化新思想。 自 2005 年成立以
来， 该学院合作伙伴大学已经
遍及六大洲。

（高文兴）

第 7届“麦道学院年度高峰论坛”在京举办
共同解决三大全球挑战

奇正举办疼痛月科普公益行
引导大众正确防治慢性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