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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年 10 月 17 日是我国
第五个“扶贫日”，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妇基
会”）携医疗专家、爱心单位来
到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以及定
西市漳县，开展为期 5 天的“母
亲健康快车·爱心巡诊甘肃行”
公益活动。 此次活动由全国妇
联作为指导单位， 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主办，甘肃省妇联、甘
肃省卫健委协办， 西和县人民
政府、西和县妇联、西和县卫健
委、漳县妇联、漳县卫健委联合
承办。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谭琳参加了此次活动，并看望
义诊专家，慰问义诊群众，了解
他们的健康状况与需求。

中国妇基会继 2018 年 3 月
向西和县、 漳县捐赠了价值
136.81 万元的 11 辆母亲健康快
车后，本次又向西和县捐赠了总
价值为 20 万元的 2000 个母亲邮
包和总价值 5 万元的 20 辆健康
巡诊电动车，健康巡诊电动车将
极大地方便医生下村入户，开展
家庭医生签约等服务。 此外，本
次还将漳县开展心理危机干预
培训，帮助处于地震多发带的部
分地区组建灾后心理危机应急
援助队伍。

为方便群众就诊咨询，此次
义诊地点安排在了西和县中心
区域的西和县人民医院。 来自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

院、首都儿研所、甘肃省中医院
等医疗单位的多位专家现场接
诊。 义诊现场分为妇科、儿科、心
血管和中医综合四个诊疗区域。

每一个诊疗区域都排起了
长长的队伍，正在妇科诊区排队
的李女士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听说北京的专家要来义诊，今
天早上来挂号的人特别多，每个
区只有 40 个号， 有好多人都没
有挂上，平时不舍得自己掏钱看
专家，这次权威的专家来帮我们
义诊，大家都很开心。 ”

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世纪坛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
师李莹表示：“一接到中国妇基
会组织巡诊医疗队来甘肃义诊
的邀请，我马上放下了手头的工
作，因为我知道甘肃西和县作为
贫困县在医疗资源方面的缺乏，
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参加中国
妇基会的义诊活动， 我义不容
辞，希望通过我的诊治，能为当
地妇女的健康保健贡献我的一
份力量。 ”

当天下午，西和县“妈妈制
造” 合作社正式挂牌。“妈妈制
造”公益项目于 2016 年启动，该
项目通过建立“妈妈制造合作
社”的方式，保留传统手工艺技
术，扶持和带动贫困妇女就地居
家就业，已先后在青海、贵州等
10 个省份建立了 40 家合作社，
覆盖蜡染、 刺绣等 25 种传统手
工艺，累计帮扶 10000 余人次低

收入姐妹居家就业。
17 日下午，爱心企业跟随中

国妇基会一行又来到了石堡镇
包集村的几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中， 进行了入户慰问， 并将
2000 个“母亲邮包”的贴心关爱
送到贫困母亲手中。

据中国妇基会前期调研，漳
县部分地区处于地震多发地带，
希望妇基会帮助组建灾后心理
危机应急援助队伍。 由此，本次
巡诊的另一支巡诊志愿团队同
日抵达甘肃省定西市漳县，从 17
日开始举办为期 5 天的“医务人
员心理危机干预专业技术能力
提升培训班”。

甘肃省西和县和漳县，是
全国妇联的定点扶贫县， 截止
到 2017 年底，中国妇基会累计
支持甘肃省西和县、 漳县两县
扶贫款物 800 万元。 此次中
国妇基会“母亲健康快车·
爱心巡诊甘肃行”活动整合
了健康义诊咨询、心理危机
干预专业技术能力提升培
训、 妈妈制造合作社启动、
母亲邮包入户慰问等内容，
并得到了北京桥爱慈善基
金会、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
司、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市燕之屋丝浓
食品有限公司四家爱心单
位的支持。

接下来，中国妇基会将
在全国妇联的统一部署下，

继续依托“母亲健康快车”等品
牌项目优势， 在两县落实以健
康扶贫为主，女性创业扶贫、贫
困帮扶等为辅的综合扶贫方
案，缓解妇女因病致贫的困境，

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为贫
困母亲创造更多灵活就业创业
的机会，改善她们的生活状况，
帮助她们早日脱贫。

（武胜男）

2018 年 10 月 15 日是“国
际盲人节”。 当天，一场别开生
面的活动在位于江苏靖江的常
州大学展开。 由江苏省残疾人
联合会指导， 泰州市残疾人联
合会、靖江市残疾人联合会、北
京 UU 公益、 江苏省荣昌济困
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点
亮世界·爱在靖江”万人盲走一
分钟体验活动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的发起人刘子群
是靖江的一名普通女职员，她
偶然遇见一位需要帮助的盲
人， 却因担心上班迟到未提供
帮助， 而导致盲人撞到玻璃门
上，让她懊悔不已，于是她便决
心帮助盲人群体。 一个人的力
量毕竟有限， 于是她发动身边
的朋友，组成“靖江十三兄妹”
爱心助盲团队， 她们的坚持和
执着得到了江苏省荣昌济困基
金会、 北京 UU 公益的认可和
协助，问题逐步迎刃而解。 活动
现场，“UU 公益”创始人清幽戴
上眼罩“盲唱”了一首她创作的
歌曲《将爱传递》，优美的歌声
和动情的歌词感动全场传递大
爱。

盲体验活动现场非常火
爆，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学
生等社会各界数千人戴上眼罩

在指挥者的口令下，分别向前、
向后、向左、向右盲走，大家都
很认真，也很小心。 还有盲吃、
盲舞、盲骑体验区，现场参与体
验人数近 300 人， 并通过现场
体验带动场外体验估计总人数
达万人。

靖江市副市长赵建国为活
动致辞， 他希望各地各有关部
门一如既往地恪守责任担当，
从细微处着眼、 在求实效上用
力， 真正把党委政府的关爱送
到每个残疾人心里， 真正为残
疾人生存发展撑起一片蓝天，
让城市更有温度。 他希望社会
各界人士和社团组织， 一如既
往地给予真情关爱， 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道主义思
想，积极倡导“友爱、互助、融
合、共享”的社会理念，让关爱
的阳光照亮每个残疾人心灵。

主办单位之一、 江苏荣昌
济困基金会负责人侯兴华说：
“社会对盲人关注较少，少数人
对视力残疾人缺乏足够的了解
和认知， 有的甚至以为盲人只
会‘算命’或‘按摩’。 正如有些
事情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
不是不重视，而是被忽视。 ”他
相信蕴含在盲人朋友中的能力
是无限的，只要大家共同努力，
视力残障人一定能更有尊严、
更有能力地融入社会。

（张慧婧）

201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 ，
“全国知识产权保护行动计划启
动仪式暨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环
境高峰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

为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社
会氛围，助推企业创业创新和健
康发展，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
院和中国网中国品牌频道、公益
中国频道等联合启动“全国知识
产权保护行动计划”， 聚合官产
学研各界智慧，共同探讨如何打
造良好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企业
创新创业和持续健康发展。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
信息化部、科技部、商务部、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全国工商联
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 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
者等出席了本次活动。与会嘉宾就
知识产权保护、 创新生态系统打
造、科技型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等
主题激荡智慧，建言献策。

清华大学副秘书长、技术转
移研究院院长金勤献在致开幕
词时表示，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
重器，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能力， 为我国发展提
供有力的科技保障。 清华大学一
直与业界密切合作， 致力于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和知识产权体系建
设， 在政府和行业应用上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他同时指出，面对跨
国技术和资本巨头知识产权战略
发布的挑战， 国内产学研各界要
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大局观，加
强对技术核心专利技术的保护，
加强专利池和标准体系建设，维
护我国的公共安全、 产业安全和
国家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主题演讲阶段， 清华大学
数据科学研究院二维码安全技术
研究中心副主任沈维以二维码为
例， 剖析了我国核心技术创新和
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和挑
战， 并呼吁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 营造公平公正
的制度环境， 保护和促进引领创
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与会嘉宾在活动发言、主题
演讲、对话访谈、答媒体记者问
等不同环节呼吁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助推企业创业创新发展。

据透露，清华大学数据科学
研究院和中国网中国品牌频道、
公益中国频道等还将在其他城
市举办以保护知识产权、促进企
业创业创新为主题的高峰论坛
等活动，以促进社会各界对核心
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
注，集全社会之力共同打造创新
生态系统。

（武胜男）

靖江万人参与盲走一分钟

“全国知识产权保护行动计划”
在京启动

母亲健康快车驶入甘肃
助力两县贫困母亲脱贫

当地贫困母亲接受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