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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壹基金温暖包项目在贵阳启动
� � 2018 年 11 月 15 日，“人人
公益·善行贵州” 助力精准扶贫
暨 2018 年壹基金温暖包项目全
国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 贵州省
政协原副主席、 省慈善总会会长
陈敏，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网
信办主任谢念， 壹基金理事长马
蔚华，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阿里
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军，
贵州省民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彭
旻，贵州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 贵州省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
张惠明， 招商银行贵阳分行行长
杨谷， 人民网公益频道主编初梓
瑞等嘉宾出席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后，与会嘉宾共同
前往雷山县丹江镇固鲁小学。 雷
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在今冬寒
潮来临之前，壹基金携手社会各
界力量为孩子们送上御寒的温
暖包。 这也是今年冬天首批在贵
州发放的壹基金温暖包。

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
攻坚

据悉，2018 年是壹基金温暖
包项目在贵州实施的第八年，也
是壹基金和贵州省慈善总会联

合发起“人人公益·善行贵州”行
动的第二年。 阿里巴巴公益、蚂
蚁金服公益、人民网公益频道的
加入为今年的温暖包项目添新
助力。

“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 ”习近平总书记
对扶贫工作的战略思想是推进
扶贫攻坚的行动指南。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
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动员
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激励
各类企业、社会组织扶贫。

今年 6 月，贵州省委、省政
府《关于深入实施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发起总攻夺取全胜
的决定》明确要求：充分发挥省
慈善总会“善行贵州”等载体作
用，聚集社会各方面资源助推脱
贫攻坚战。

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省慈
善总会会长陈敏在致辞中向所
有为温暖包项目付出辛苦努力
的爱心企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
朋友表示由衷的敬意。 他表示，
贵州省慈善总会坚决贯彻省委、
省政府的战略部署要求，通过常
态化举办慈善公益项目大赛和

慈善项目推介会等
形式， 搭建慈善交
流平台， 汇聚慈善
公益资源， 积极引
导多元主体广泛参
与扶贫攻坚， 推动
慈善公益事业的融
合发展， 努力营造

“人人公益·善行贵
州” 的贵州慈善新
氛围。

贵州省是脱贫
攻坚的重要战场，
壹基金多年来持续
在此开展公益行
动。 自 2011 年以
来， 壹基金持续推
动贵州地区社会组织发展，截止
到 2018 年 9 月底，壹基金在贵州
省项目资金投入共计 4843.59 万
余元，支持 1404 个/次社会组织，
动员 11276 名志愿者； 实施了温
暖包、壹乐园、净水计划、海洋天
堂计划、儿童平安计划、紧急救
灾等项目， 共计 668582 人次受
益；改善了困境儿童及人群在健
康成长、潜能发展、安全教育，以
及灾后困境等方面的问题。 在实
施公益项目同时，壹基金还孵化
培育当地社会组织成长，提升其
专业组织化能力，推动更多社会
力量参与社会问题解决。

壹基金理事长、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和壹基金联合党支部书
记马蔚华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公
益慈善事业正由过去分散的、单
一的、各自为战的模式向跨界联
合转变。 壹基金将与各方一起不
遗余力地推动公益事业的创新
发展，为精准扶贫贡献力量。

呼吁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公益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是杭州市对口帮扶地区，阿

里巴巴作为第一家将脱贫纳入
公司战略业务的中国互联网企
业， 响应号召定点扶贫雷山县，
推动乡村振兴。 阿里巴巴董事局
主席马云曾表示，希望更多的人
特别是阿里巴巴员工参与到这
场“脱贫攻坚战”，脱贫是给人以
希望，不仅给人以钱财。

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阿里
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军
表示，在今年温暖包发放的目的
地里面，有十个贫困县是阿里巴
巴脱贫基金首批试点县。 脱贫和
公益已经和全球化、 农村淘宝、
大数据云计算一起，成为阿里巴
巴集团的四大战略之一。“阿里
巴巴始终认为，公益不在于你自
己捐了多少钱，而在于你要去影
响带动更多人来参与。 在脱贫工
作中，我们要做的是探索出适合
中国国情的‘互联网+脱贫’模
式，同时为更多的企业、机构和
普通公众，创造更多的脱贫参与
机会。 ”

当天下午，嘉宾们来到雷山
县固鲁小学为孩子们发放温暖
包。 发放结束后，嘉宾们在老师
和孩子的引领下进行入户探访，

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为之
后的进一步帮扶行动做准备。

据悉，目前“人人公益·善行
贵州” 活动已经拉开了序幕，
2018 年壹基金温暖包行动也已
全面启动。 今年冬天，壹基金将
在全国 22 个省（自治区、 直辖
市）发放 10 万个温暖包，帮助受
灾害影响的儿童温暖过冬，其中
一万多个温暖包在贵州发放。 壹
基金温暖包内有棉衣、 围巾、手
套、棉袜、雪地靴、冻疮膏、壹基
金减防灾儿童读本、 袋鼠玩偶、
美术套装、 书包等十几样物品，
以满足儿童的生活、学习、健康、
心理等需求。

本次活动由深圳壹基金公
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蚂蚁
金服公益、贵州省慈善总会联合
主办，人民网公益作为联合主办
媒体，贵阳市众益志愿者服务发
展中心承办。 2018 年壹基金温暖
包行动将联合更多爱心企业、社
会组织和志愿者一起参与，在帮
助困境儿童改善生活的同时，呼
吁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益，“尽
我所能，人人公益”，共同助力精
准扶贫。 （皮磊）

� � 2018 年 11 月 17 日，正值第
18 个“国际肺癌日”之际，由中国
抗癌协会康复会、北京爱谱癌症
患者关爱基金会主办，阿斯利康
中国支持的 2018“鼓 5 人生”肺
癌患者关爱活动在北京举办，上
海、深圳、无锡三地的“肺扬之
家”肺癌患者与北京连线共同庆
祝“五岁重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
病中心肿瘤室主任王宝华，中国
抗癌协会康复会主任委员、北京
爱谱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管理
委员会主席史安利教授，北京癌
症康复会副会长李奕，中日友好
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主任
医师崔慧娟教授，阿斯利康中国
副总裁黄彬等嘉宾出席活动。

“鼓 5 人生”再启航

由于公众对肺癌早期发现

认识不足，大多数中国肺癌患者
确诊时已属晚期，当前我国肺癌
患者五年生存率仅为 16.1%，肺
癌防治仍是我国重要的公共卫
生议题之一。

2018 年 4 月，国家财政部公
布了《关于抗癌药品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推动抗癌药加快降
价；2018 年 6 月，国家医疗保障
局启动了目录外抗癌药医保准
入专项谈判；2018 年 10 月，国
家医疗保障局印发相关通知，
将 17 种抗癌药品成功纳入医
保目录， 其中 5 种肺癌药大幅
降价纳入医保。 这些举措都极
大提升了中国癌症患者对创新
药物的可及性。

除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政
策支持外， 推动肺癌诊疗发展，
助力肺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还
需要专业医护人员、 慈善机构、
康复组织、企业等社会各界的通

力协作。 2018 年国际肺癌关注
月， 由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北
京爱谱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主
办的“鼓 5 人生”肺癌患者关爱
项目再度启航，同期在社交平台
上启动了“时间银行”计划，旨在
呼吁公众帮助和鼓励患者以积
极心态抗击疾病、树立跨越五年
生存期的信心。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
主任委员史安利表示， 肺癌作
为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癌症
第一杀手”，一直是中国抗癌协
会康复会长期关注的重点领
域。 希望通过“鼓 5 人生”项目，
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并支持
肺癌患者， 助力更多患者跨越
5 年生存期。

助力五年生存率提升

“靶向治疗的出现，使肺癌

的治疗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肺
癌诊断和治疗水平正在逐步和
国际接轨，目前已引入一、二、
三代靶向治疗， 可以针对不同
阶段的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诊
疗方案。 而且，全球第一个上市
的肺癌第三代口服靶向药奥希
替尼（泰瑞沙）在国内也已经上
市，它可以解决由于 T790M 突
变而引起的耐药问题， 为广大
患者赢得更多生存机会， 越来
越多患者有望突破 5 年长生存
期。 ”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
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崔慧娟教授
介绍道。

“患者群体相互依靠、鼓励，
对患者康复有着非常积极的作
用。 ”史安利表示，今年 5 月启动
的“肺扬之家”项目，诠释了“鼓 5
人生”肺癌患者关爱项目的核心
理念。

同时，“鼓 5 人生时间银行”

计划应运而生，通过短视频和在
线 H5 创意故事分享传播肺癌知
识， 鼓励呼吁公众捐赠自己的 5
分钟，鼓励肺癌患者积极抗癌以
实现长生存，并唤起全社会对肺
癌患者的关注。 公众所捐赠的累
计时间将转换成“患者绿色就医
通道”服务。

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黄彬
表示，一直以来，阿斯利康始终
秉承“以患者为中心”的承诺，
积极支持慈善机构、患者组织，
开展各种创新的患者援助项
目， 通过形式多样的合作模式
和平台， 开展常规化的患者关
爱项目，推动癌症慢病化管理，
从而让广大癌症患者获益。 未
来， 阿斯利康将一如既往地与
各方力量携手同行， 为肺癌患
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见证更多
跨越五年的奇迹。

（徐辉）

阿斯利康关爱肺癌患者

壹基金理事长马蔚华与孩子们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