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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商模式推进行善的效率

余彭年慈善基金会累计捐款 62亿元
� � 慈善之心， 是与生俱来的
吗？“其实我更愿意相信它是后
天环境的结果，是我们‘滴水之
恩、 涌泉相报’ 的代代相传，是

‘传爱授善，成就他人’的言传身
教。 ”余彭年慈善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香港余彭年慈善信
托管理委员会主席彭志兵说。

近日，由余彭年慈善基金会
主办、余彭年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协办、中国新闻周刊承办的余
彭年慈善基金会 2018 公益行动
在北京举办。 活动以“致善意：传
承 坚守 创新”为主题，邀请到
了来自政府部门、 公共组织、学
校以及企业代表等公益路上的
同行者们一同见证。

传承善意

“黄连苦，求人更苦，咱们不
能等着需要帮助的人来求咱们，
而是要力所能及地多做些别人
需要的事情。 ”余彭年慈善基金
会理事长彭新英在发表活动致
辞中提到了这句其祖父以前经
常挂在嘴边的话语。

余彭年生前一直身体力行

坚守在慈善一线。 2000 年 6 月，
深圳彭年酒店开业仅 26天，他便
决定将整幢大厦经营所得的纯利
润永久捐献给社会福利和教育事
业。 2003年，余彭年启动了“彭年
光明行动”计划，免费为中西部地
区贫困的白内障患者进行手术，
今年已经是第十五个年头。 十五
年间，“彭年光明行动” 走遍了全
国 28 个省市， 为 45 万名白内障
患者提供了免费治疗手术。

余彭年曾说：“一个人做好事
很难，一群人做一件好事，不仅能
将这件好事做好， 还能让更多的
人受益。 ”如果说，以前做慈善，是
一场孤独的修行。 那么现在做公
益，是全民乐意响应的善举。

在活动上，余彭年慈善基金
会联合胡润百富正式发布了
2018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公益行
为白皮书》， 深刻梳理了这些高
净值人群对“慈善与互联网”、
“慈善与商业”、“慈善与个人”以
及“慈善与趋势”的态度与需求。
余彭年从白手起家起始终致力
于慈善事业， 更是在 2006 年至
2010 年连续五次蝉联胡润中国
慈善榜榜首，多年来累计捐款 62

亿元。

商善结合

除了专注于为饱受病痛困
扰的人送光明，教育也一直是余
彭年慈善基金会常年关注的领
域。 此次活动，余彭年慈善基金
会与中国人民大学、 浙江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教育学院签署了捐赠协议，并
进行了支票捐赠，以为万千大学
生打造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 四
所高校分别向余彭年慈善基金
会的捐赠表示感谢，并对接受的
捐款做出了合理规划的承诺。 中
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育基金
会理事长靳诺为彭志兵颁发了
校董证书。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的捐赠支票上，赫然写着“耐挫
与创新教育研究”的捐款用途引
发了人们的好奇心。 对此，哥伦
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林晓东教授
在发言中表示，余彭年的生平事
迹就是对身处逆境仍然坚持不
懈最好的证明。 哥大耐挫创新教
育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失败及

其在学习、 成长和成功中的作
用。 这是一个全新的教育学术探
索领域。

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让公益更加便捷，也让帮扶更加
精准。 余彭年慈善基金会也一直
在寻找创新的慈善形式。 目前余
彭年慈善基金会仓山工程公益
达成合作共识，将互联网、慈善、
精准扶贫有效结合到一起，助力
贫困地区整体脱贫。

慈善这件事，有起点，没有
终点。 但如何才能找到一份持
续不断的原动力？ 在彭志兵看
来，商善结合，用行商的模式推
进行善的效率， 一直是彭年集
团发展的理念， 也将是未来十
年、 二十年、 一百年的发展理
念。 余彭年慈善基金会方表示，
基金会将会循着余彭年的脚步
和“捐赠 100 亿的目标”，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 （徐辉）

2018 年 10 月 24 日， 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妇
基会”）在京启动“芙至千家”贫
困乳腺癌患者关爱项目， 旨在
帮助贫困乳腺癌患者实现有效
的治疗。 恰逢十月“世界乳腺癌
防治月”，妇基会还将通过一系
列公益行动呼吁女性关注乳房
健康，远离乳腺疾病。

妇基会一直把乳腺癌患者
的救助作为重要着眼点， 对其
高度重视。 此次，基金会倡议发
起“芙至千家”贫困乳腺癌患者
关爱项目， 并获得阿斯利康大
力支持， 对贫困乳腺癌患者进
行切实的关爱和帮助， 以提高
贫困地区、 贫困人民的医疗可
及性，践行健康中国国策。 妇基
会秘书长助理南静表示：“我们
希望通过‘芙至千家’贫困乳腺
癌患者关爱项目的实施， 旨在
满足医保未覆盖地区贫困患者
的治疗需求， 为晚期乳腺癌患
者提供切实的治疗保障， 推动
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

“乳腺癌的治疗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 但由于创新药物的
不可及， 治疗理念没有及时更
新，治疗技术的滞后，以及患者
的意愿等因素， 乳腺癌靶向治
疗的可及性和规范性还有待提
高，应凝结各界力量改变现状，
共同延续患者的生命。 ”中国人
民解放军 307 医院乳腺肿瘤中
心主任江泽飞教授指出，“2017
年在国家谈判后顺利进入全国
乙类医保目录的氟维司群注射
液， 是目前激素受体阳性晚期

乳腺癌的标准治疗方案， 在国
外已被普遍应用。 但在我国的
部分区域和医院， 由于可及性
的问题，乳腺癌患者无法获得目
前有效的治疗。 因此，芙仕得针
对贫困乳腺癌患者项目的实施，
有利于推动目前药物不可及医
院的乳腺癌规范化诊疗，让患者
接受更有效的标准内分泌治疗，
从而更大限度地延长生存，促进
晚期乳腺癌规范诊疗。 ”

尽管医生、公众对于乳腺癌
有足够的认识， 患者生存质量
也日益提高， 江泽飞教授仍强
调：“对于仍然面临死亡威胁的
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应进一步
推动针对性治疗药物在中国的
临床应用。 我们也希望奥拉帕
利等转移性乳腺癌靶向治疗药
物能够尽早在国内上市， 让更
多晚期乳腺癌患者获益。 ”

作为本次授牌医院，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岳普湖
县人民医院代表白福庆院长也
表示：“作为一名援疆院长，我

发现中国东部和西部的治疗手
段差距较大， 虽然医保基本无
缝隙覆盖，但患者的意识较差。
这次妇基会发起的‘芙至千家’
项目，我感觉非常好，同时也在
这里呼吁， 希望能有更多的爱
心企业可以将这种公益活动带
进新疆，促进民族的大融合，由
大爱无疆变成大爱自疆。 ”

作为此次项目支持方，阿
斯利康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
心， 积极投入于乳腺癌内分泌
治疗领域。“我们很高兴能够参
与患者公益， 为贫困乳腺癌患
者提供有效的靶向治疗方式。 ”
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 肿瘤业
务部负责人殷敏表示，“未来我
们将继续研发更多创新药物，
与广大的临床医师携手提高乳
腺癌诊疗水平。 同时，我们也将
继续配合政府、 协会各项提高
药物可及性的举措， 让患者用
得起与国际同步的创新药物，
全方位造福更多国内患者。 ”

（徐辉）

2018 年 10 月 26 日，由日中
平和友好联络会、 华彬集团、中
国建材集团、星际文化集团联合
举办的“绿色大熊猫-亚洲环保
知识分享会”在北京华彬歌剧院
成功举办。

此次分享会的发起人、星际
文化集团董事长叶静子和日中
和平友好联络会理事长园田直
飞人分别上台致辞。 主办方希望
通过该活动唤醒公众意识，树立
公众环保价值观，呼吁每个人每
天都能通过力所能及的小行动，
汇聚力量，推动变革。 为了进一
步推广环保知识和广泛唤醒，提
高全民环保意识，主办方还在会
场进行了“绿色大熊猫环保公益
网”的创建揭幕仪式。

分享会得到了亚洲各国环
保领域专家的积般响应。 世界卫
生组织驻中国办事处前高级卫
生顾问 Mukundan Pillay 博士 、
中国建材集团代表专家胡芝娟
博士、香港政府环保部门专家陈

咏梅博士、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
心日本专家染野宪治、中国重庆
交通大学副教授赵朝华博士、泰
国正大集团 RISC 实验室科研代
表 Vasuta Cha 作为演讲嘉宾们
出席分享会，并就当今社会尤其
是在垃圾处理、环保建筑、沙漠
绿洲化、健康与城市化以及生态
友好型社会建设等方面进行专
题演讲和分享。

经过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
家代表、政府环保人士等嘉宾的
深入探讨和交流，历时七个多小
时的“绿色大熊猫-亚洲环保知
识分享会” 主题活动圆满结束。
主办方表示，此次分享会只是行
动的开始，环境保护需要每一人
的关注与努力， 绿色大熊猫-亚
洲环保知识分享会将不忘初心，
继续把环保作为使命，携手社会
公众一起筑造绿色和谐的生态
社会，为亚洲、为世界，更为全人
类的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李庆）

� � 彭志兵表示，商善结合，用行商的模式推进行善的效率，一直是
彭年集团发展的理念

阿斯利康关爱贫困乳腺癌患者
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推动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亚洲各国专家在京分享环保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