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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人膀胱癌大筛查公益活动在京启动
2019 年 3 月 31 日， 全球专

业膀胱癌互联网医疗社区谷雨
社正式上线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百万人膀胱癌大筛查公益活动
正式启动。

膀胱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
的恶性肿瘤。 近年来，在中国膀
胱癌的发病率逐年提高，该病术
后复发率较高，但需要患者经常
复查、长期监测，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给患者家庭和社会
都带来极大负担。但目前人们对
于膀胱癌往往知之甚少，更谈不
上通过筛查预防这一疾病。中国
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医学免
疫诊断研究中心主任、谷雨社创
始人李翀博士介绍说，在筹办谷
雨社之初，他就有想法让更多人
通过早筛早预，远离这一疾病。

今年 3 月初，谷雨社联合中
科院生物物理所医学免疫诊断
研究中心、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共同在云南发起公益筛
查活动，为红河、昆明上千名民
众提供了膀胱癌免费筛查，得到
了当地卫生部门的大力支持。

谷雨社总裁杨胤表示，膀胱
癌筛查的公益活动是响应国家
号召，践行大健康战略，宣传推
广癌症的早筛查、早预防、早治
疗；更重要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让前沿科技成果能够服务于
民生，让更多老百姓能够生活得
更健康、更幸福。

据了解，本次公益活动依托
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医学免疫诊断研究中心的创新
科技成果———无创膀胱癌尿液
检测。这项技术被国际同行称为
“膀胱癌领域 40 年之革命性突
破”。 该技术无需膀胱镜，仅通过
尿液即可检测到膀胱癌标志物，
大大增强了膀胱癌早筛查、早预
防、早治疗的可行性。 （张明敏）

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现
代汽车一直积极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深入开展全国性社会
贡献活动。以“SAFE MOVE”、
“GREEN MOVE”、“HAPPY
MOVE”、“DREAM MOVE”
四大板块为核心， 从交通安
全、环境保护、志愿服务、人才
培养四个维度开展在华公益
事业，至今已有 17 载。

现代汽车在专注人才培
养的“DREAM MOVE”板块
下特设“梦想之屋”，由现代
汽车与经销商、车主、媒体四
方参与， 帮助偏远地区的教
师和学生改善教育环境，截
至目前已开展 62 期。

近日，现代汽车“梦想之
屋” 公益活动又走进河北省
盐山县小庄乡吉科中心小
学，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的志愿者们为学校师
生送去教学爱心物资， 捐赠
仪式于同日举行。

盐山县吉科中心小学地
处偏远乡村， 教学条件落后
且缺乏现代化教学设备。 学
校现有 6 个年级共计 8 个
班，在校生人数 367 人，教师
23 人， 简陋的学校承载着 8
个行政村学生走出乡村的希
望。对于志愿者们的到来，吉
科中心小学校长表示， 感谢
企业的爱心捐赠。 我校虽地
处偏远农村， 但学校老师的
教学热情与敬业心都很强，
并且学生们积极好学， 此次
受捐赠的现代化教学设备将
有力地解决老师们教学形式
创新受限制、 学生视野难开
阔等问题， 也让我们有信心
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现代化电教设备 、丰富
的课外典籍、实用的音体美
器材，使偏远乡村学校得以
与现代化教学方式接轨，为
学生们多元发展提供可能，
这也是“梦想之屋”的意义
所在———为中国教育向现
代化发展添砖增瓦，改善教
师教学环境，从根本上带动
地区发展，培养越来越多的
人才，促进整个中国社会的
和谐发展。

现代汽车志愿者还为学
生们讲解汽车相关知识，这
对学生们来说也是一次有趣
的课外延展。与此同时，学生
们与志愿者分享了他们的梦
想，并用绘画方式呈现出来，
将其赠送给了志愿者们。

经过对过往八年贫困地
区教育帮扶经验总结，2019 年
现代汽车还特增设“梦想奖学
金”，为梦想插上翅膀。现代汽
车计划在“梦想之屋”对象学
校中各选择一名品行端正、学
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在校生进
行捐赠。奖励标准为小学及初
中阶段每人每学年 2000 元，
高中阶段每人每学年 2500
元，大学阶段每人每学年 5000
元。 奖学金为全额制，现代汽
车将持续资助学生直至其完
成学业，守护梦想种子从“开
花”到“结果”。

“携手共创更好未来”是
现代汽车的发展愿景，而“梦
想之屋” 只是其在华公益的
写照之一。除此之外，现代汽
车还开展了环保活动， 安全
活动， 共献关爱活动以及与
“梦想之屋”归属同一板块的
诸多共筑梦想活动。 （徐辉 ）

升级在华公益体系
现代汽车增设“梦想奖学金”

2019 年 3 月 30 日下午，索尼
探梦科技馆联合索雅音乐版权北
京有限公司以及康纳洲孤独症家
庭支援中心举办了“爱满星空，放
飞梦想”主题公益活动。

据康纳洲发起人温洪介绍，
自 2012年成立以来， 康纳洲一直
致力于为孤独症人士及家庭提供
系统、全面的高质量服务，发掘并
提升孤独症患者身上特有的才
能，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

活动现场，索尼探梦科技馆将

索尼 KOOV教育编程机器人豪华
版套件提供给康纳洲进行实验教
学。 据索尼探梦科技馆馆长张维介
绍，在此之前，康纳洲的孩子们在馆
里活动时表现出了对编程机器人
极大的兴趣，因此索尼探梦科技馆
发起了这一捐赠，此后还将对康纳
洲的老师进行培训，希望患有孤独
症的孩子们通过动手制作的过程，
培养创造力、好奇心，以及开拓未来
的思维能力。

此外， 索雅音乐还将集合国

内优秀音乐人、 制作人为孤独症
群体创作一首主题公益歌曲。 同
时， 索雅音乐也号召了国内优秀
的独立游戏设计师及团队以关注
孤独症为主题， 发起了一场公益
的 48 小时的 Game Jam 活动，希
望用音乐和游戏的力量让更多人
了解孤独症。

索尼探梦、 索雅音乐以及康
纳洲表示， 希望这次活动能够抛
砖引玉， 呼吁更多社会人士关注
并爱护孤独症患者群体。 （王勇）

“爱满星空，放飞梦想”公益活动
在索尼探梦馆举行

科技助力旅游扶贫
高德上线“山西省旅游扶贫地图”

2019 年 3 月 28 日，山西省文
化和旅游厅与高德地图联合宣
布，“山西省旅游扶贫地图”正式上
线。首批上线 100个旅游扶贫示范
村， 展示示范村特产和特色文化
旅游风貌，为游客提供吃、住、行、
游、购、厕等全方位旅游信息服务。

据介绍，“山西省旅游扶贫地
图” 首批上线了 100 个旅游扶贫
示范村。当游客在山西时，打开高
德地图，进入全域旅游系统，点击
“山西省旅游扶贫地图” 专题，就
可以看到 100 个示范村的图片与
文字介绍。进入各区县页面，可以
查看这些示范村的位置， 搜索附
近的吃、住、行、游、购、厕等全方
位的旅游信息，使用地点查询、导
航规划等出游服务。

高德地图相关负责人表示，
“山西省旅游扶贫地图”能将高德
地图的海量用户与示范村连接起
来，让更多游客知道示范村地点，
了解示范村特色。 在高德地图上

线、标注示范村位置信息，能够帮
助游客快速、准确地来到示范村，
实现“把游客引进来”。

据悉，“山西省旅游扶贫地
图” 还上线了百家旅游扶贫示范
村的特产和特色文旅资源信息，
权威、 全面的信息服务能够帮助
游客找到适合自己的个性化旅游
路线，了解当地文化、体验当地特
产，实现“让特色走出去”。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陈少卿表示，“山西省旅游扶贫地
图” 首批上线 100 个旅游扶贫示
范村， 是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与
高德地图合作的第一步。 随后，第
二批示范村（200 个）也将上线，实
现示范村全覆盖， 更好地助力旅
游扶贫，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高德地图副总裁王桂馨表
示，在数字化时代，高德地图希望
用一张活地图帮助示范村把游客
引进来、让特色走出去，为示范村
搭建一条旅游扶贫的“数字化之

路”。“这既是示范村的迫切需求，
也是高德地图的能力所长、 责任
所在。 ” （皮磊）

� � 用一张活地图把游客引进
来，让特色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