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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爱肝健康公益行动再升级
轻松集团与英皇娱乐共倡肝健康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 5 岁以
下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
率已降至 0.32%。 世界卫生组织
认为中国乙肝防治工作为其他
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

但是，中国病毒性肝炎疾病
负担依然沉重，防治工作面临严
峻挑战。 据介绍， 目前中国有
8600 万人感染乙肝病毒（其中
乙肝患者 2800 万人），450 万人
感染丙肝病毒。 诊断、治疗率较
低，感染乙肝、丙肝病毒的人群
不断发生肝硬化、肝癌，严重危
害中国人民健康。 2020 年，全球
有 83 万人死于肝癌， 其中中国
有 39.1 万人，占 47%。 如不采取
有力的干预措施，这种状况将持
续数十年，大量的肝硬化、肝癌
病例将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
沉重的经济负担。

7 月 28 日是第 12 个世界肝
炎日，世卫组织发布的主题是“让
肝炎护理更接近你”，旨在推动关
注护理，让更多人注重肝健康。 作
为 3000 万家庭信赖的健康保障
科技平台， 轻松集团联合英皇娱
乐、中华慈善总会、北京微爱公益
基金会共同发起“轻松爱肝健康
公益行动”， 英皇娱乐旗下谢霆
锋、容祖儿、Twins、关智斌等爱心
艺人成为公益守护大使， 共同呼
吁国人关注肝健康。

肝病不容忽视
谢霆锋等明星呼吁
重视“沉默的杀手”

在我国， 病毒性肝炎是法定
报告传染病报告病例数最多的乙
类传染病。 而乙型肝炎、肝硬化与
肝癌的关系尤为密切， 研究证明
我国 80%的肝癌和乙肝相关。 由
于恶性程度高，早期无特异症状，
故肝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肝癌一经发现 80%都是晚
期，中晚期恶性程度大，病情发
展迅速，而早期的症状不是很明
显就是导致肝癌的死亡率高的
主要原因。 ”轻松集团旗下中联
朵尔互联网肝病中心相关专家
表示，“可以说，肝癌被称作‘癌
中之王’确实名副其实。 ”

事实上， 中国已经有众多企
业关注到肝病的重要性， 并积极
进行肝病宣传和进行健康保障行
动，轻松集团便是其中一支力量。

早在 2020 年中华医学会肝

病学分会学术年会“肝健康促进
论坛” 上， 轻松集团便宣布成立
“中联朵尔互联网肝病中心”，这
也是我国首个全国顶级专家牵头
组建并参与管理运营的互联网肝
病专科机构， 旨在积极探索互联
网+医疗，集肝病医学研究、肝病
医疗网络服务、 肝病长期健康管
理融为一体， 为用户提供更智能
化、更优质全面的肝病管理服务。

如今， 在第 12 个世界肝炎
日， 轻松集团联合英皇娱乐、中
华慈善总会、北京微爱公益基金
会共同发起“轻松爱肝健康公益
行动”。 同时，专注癌症诊断、早
筛与药研的癌症精准医疗公司
泛生子宣布将参与轻松筹肝病
项目合作。 多方位出击，帮助国
人一起对抗这个“沉默的杀手”。

为了提高全民肝健康保障
意识，自去年开始，轻松集团开
始联合英皇娱乐，共同为肝病健
康奔走呼吁，利用明星的影响力
和号召力，让更多普通人意识到
肝病的危险性和重要性。

如今， 随着互联网的加持，
明星公益的影响力边界也在日
益扩大，公益效益逐渐增强。 经
过多年积累与实践，在公益这条
路上，轻松集团始终坚持携手明
星参与，其成功开创的“明星+
公益”创新模式，建立了“明星+
公益+品牌”的深度关系，打破
了公益传播割裂圈层，让公益项
目声量倍增，让人人公益落地生
根，更打造出业内公益属性最强
的品牌。

作为“轻松爱肝健康公益行
动”的公益守护大使，谢霆锋、容
祖儿、蔡卓妍、钟欣潼、关智斌等
艺人，再次加入公益活动，号召
全社会杜绝肝病歧视，关爱肝病
患者； 呼吁人们应该规律作息、
保证睡眠、均衡饮食、定期体检，
以实际行动减少肝脏的负担，享
受一段健康舒适的人生旅途。

建立肝病防火墙
轻松保肝病早筛
千城行启动

原发性肝细胞癌是全世界
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慢性
肝病患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我
国是肝癌大国，全世界一半左右
的肝癌发生在中国。 目前为止，
肝 癌 的 五 年 总 生 存 率 仅 为

14.1%， 其主要原因首先在于肝
癌高危人群筛查没有普及，早期
诊断率低， 导致 70%—80％的患
者在诊断时已经是中晚期。若能
对高危人群进行及时筛查，防止
更多病人从慢性炎症转化为恶
性疾病， 阻断炎癌转化的进程，
则是应对我国肝癌目前挑战的
有效方案。

“我们现在早诊早筛面临的
关键问题，一方面是民众的科普
意识、自我保健的意识、参与筛
查的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另一
方面，我们在早筛、早诊的重视
程度上还要更多的关注。 此外，
方便可行又能让老百姓非常愿
意参与的筛查手段也很重要。 ”
中联朵尔互联网肝病中心相关
专家表示。

今年世界肝炎日，轻松集团
宣布启动轻松保肝病早筛千城
行，将与专注癌症诊断、早筛与
药研的全球精准医疗前沿企业
泛生子展开深度合作，开展肝健
康早筛公益中国行，计划走进全
国千个县市，旨在倡导“早筛、早
防、早治”观念，帮助人们更早发
现肝病隐患，并且联合慈善基金
会对确诊的重症患者给予救助。

双方战略携手，为患者提供
更高效、 可及的肝癌早筛服务，
向乙肝患者等肝癌高危人群捐
赠肝癌早期筛查检测服务，并借
助明星、社交平台的力量带动公
益理念的传播，让“肝癌不可怕，

早检早干预” 这一理念深入人
心，影响更多人积极行动，从预
防和筛查入手， 共同抗击肝炎、
肝癌等重大疾病，还肝病患者健
康生活。

不仅如此， 针对爱肝保障
计划，轻松集团还曾推出“上轻
松筹，轻松爱肝”活动，精选肝
病保险、 专项体检、 护肝产品
等， 着力改变基础肝病患者面
临肝癌威胁的“裸奔”状态，为
更多暴露在肝病危机中的普通
人筑起“防护罩”。

关爱肝病患者
轻松集团的
慢病管理布局

专家介绍，目前肝病病程超
过 6 个月以上的疾病就可以定
义为慢性，慢性肝病的病因很复
杂，如果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治
疗，肝脏会逐渐纤维化，最终发
展为肝硬化、肝癌。 现代医学已
经证实：肝纤维化或早期肝硬化
可逆， 但晚期肝硬化是不可逆
的。这就要求医生对肝病患者进
行长期管理，及早发现病情的变
化，及早干预。

对慢性肝病， 国外更注重
“管理”而非“治疗”，但这一块服
务在国内非常缺乏。 事实上，慢
病管理一直是轻松集团健康战
略中的重点布局方向。

2019年，为提升慢病人群健

康管理水平，轻松集团就携手丁
香园、众惠相互、中康资讯、美年
大健康成立全球首个慢病管理
联盟， 通过整合健康保障平台、
健康资讯、保险公司、健康体检
机构资源优势，为慢病用户构建
值得信赖的一体化干预及管理
机制。 去年轻松集团还启动了慢
病管理联盟 2.0，并引入线上医药
服务先进企业叮当快药，与众惠
相互、丁香园、中康资讯、美年大
健康共同构成慢病管理闭环。

在“慢病管理联盟 2.0”战略
下，轻松集团进一步链接线上线
下药店等健康领域资源，对患者
进行用药提醒、 不良习惯排查、
复诊通知或线上复诊等，提供覆
盖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的慢
病管理服务，从而达到强化慢病
预防意识， 加强慢病病情控制，
提升国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效果。

随着慢病管理布局的深入，
响应“2030 健康中国” 国家战
略、并顺应“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趋势，去年，轻松集团联合
中联肝健康促进中心共同打造
的“中联朵尔互联网肝病中心”
应运而生，该中心以 AI、大数据
等互联网科技为支撑，以创新业
务模式和数字运营能力为驱动，
以配合政府改善民生为导向，积
极探索互联网+医疗，将集肝病
医学研究、 肝病医疗网络服务、
肝病长期健康管理于一体，是轻
松集团在互联网健康领域的又
一深入布局。

过去， 作为国内健康保障平
台， 轻松集团从国民健康保障需
求出发，并以肝病为切入点，不断
探索边界，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不
断升级迭代、扩大病种范围，为更
多慢病患者提供更智能化、 更优
质全面的慢病管理服务。

未来，正发展成为健康保障
科技“航母”的轻松集团，仍将持
续践行“让每个家庭都拥有应对
疾病的勇气和力量” 的崇高使
命， 为更多中国家庭撑起健康

“防护罩”。 （苏漪）

病毒性肝炎的流行是全球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是中国
法定报告最多的乙类传染病。 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取得了很大成就。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等重要文件中都明确提出了
相关防治要求。 2017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1 个部委联合印发了
《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9 个部委联
合印发了《消除丙型肝炎公共卫生危害行动工作方案》，全面实施各
项防治措施，遏制病毒性肝炎传播，减轻因病毒性肝炎导致的疾病
负担，卓有成效地控制了病毒性肝炎的流行趋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