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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资讯INFOS

8 月 15 日，在杭州国际博览
中心“U 设计周”现场，印有长颈
鹿、大象、兔子等图案的口罩吸
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据悉，这是
阿里健康大药房首次对外展出
艺术家联名口罩。 当天，该系列
口罩也正式上线阿里健康大药
房，用户打开淘宝 APP，在阿里
健康大药房搜索“艺术家口罩”
可直接购买。

该系列口罩从图案、 艺术
创作到产品推出， 每一步都饱
含寓意。 口罩图案主要来源于
阿里健康大药房向社会广泛征
集的儿童绘画， 其中包括阿里
健康公益“小鹿灯”儿童重疾救
助项目中一名参与者的孩子的
作品。 该作品后续通过艺术家
蔡依东的二度创作，对长颈鹿、
大象、 兔子等元素进行了更灵
动、更温情的延展，由此和品牌
振德联名开发出五种不同画面
的口罩新品。

振德电商负责人史开宇表
示，这是一次有意义的联名和尝
试，振德在做好产品发展的同时
也将社会责任提到了战略高度。

“这次多方合作的公益口罩按照
国家医用外科口罩标准，采用独
立包装、环保印染、环氧乙烷灭
菌的工艺制作而成。 ”

值得一提的是，该系列口罩
产品的部分收益将由阿里健康

大药房捐赠给儿童公益项目，其
中包括阿里健康公益与合作伙
伴发起的“小鹿灯”儿童重疾救
助平台以及北京当代艺术基金
会，用于支持“BCAF 困境儿童”
的系列活动。

去年， 阿里健康大药房曾
联合蚂蚁森林、 奥美生活共同
推出神奇动物联名款口罩，把
四只最具代表性的“神奇动物”
印在口罩上， 并将全部收益捐
给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用于
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截
至今年 4 月， 该系列口罩销量
已突破 1 亿片。

以爆火的“神奇动物”口罩
为起点，阿里健康大药房正以 IP
联名为支点，让更多人开始关注
生物多样性， 关注困境儿童，为
健康而美好的生活助一份力。

阿里健康大药房小二璐一
表示，这次阿里健康大药房带着
新款公益口罩在“U 设计周”上

展现，主要是想与年轻群体有更
多的交流。“而我们选择把更多
有意义的元素印在口罩上，主要
是希望日常佩戴的口罩不再只

是一种工具，还能承载更多美好
和希望，让大家戴着口罩出门的
时候也能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

（皮磊）

阿里健康大药房上线艺术家联名口罩
收益将捐给儿童公益项目

8 月 17 日，2022 年“活力校
园创新优秀案例年度盛典”在
线上举行，并公布了第五届“活
力校园创新优秀案例” 征集活
动的“优秀案例 100”名单。

本届案例征集活动由中国
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耐克公司联
合开展， 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体育卫生艺术教育研究所提
供专业指导。 活动共收到来自
全国各地近 2500 份申请。 经过

专家组的多轮评选，来自 27 个
省市自治区的 100 份案例被推
荐授予活力校园“优秀案例
100”，其中，最佳课内体育教学
案例 45 个，最佳课外体育活动
案例 35 个，最佳校园体育文化
案例 20 个。 从这 100 份优秀案
例中，活动还甄选出了 30 个活
力校园“国际交流案例” 和 30
个活力校园“校园创新案例”。

除此之外， 今年还新增了

“体育教研员创新案例”， 遴选
出三名体育教研员获得赴海外
访问交流培训活动的机会。

本届“活力校园创新优秀
案例年度盛典” 在以往的基础
上再次创新，将脱口秀、真人秀
等年轻化环节与传统的圆桌访
谈相结合， 邀请体育老师们共
同参与， 打造了更为新鲜有趣
的活动体验。

（张明敏）

第五届“活力校园创新优秀案例”公布
进一步推动体育教学创新

第 17届 2022“爱心奖”揭晓
陈一丹等八位得奖人名单公布
� � 近日，第 17 届·2022“爱心
奖”公布结果。 本届甄选范围涵
盖全球华人地区， 参选者包括
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以
及两岸三地的华裔慈善家、宗
教领袖、 公益先行者和非牟利
组织创办人等。 数月来历经初、
复选，并于 8 月 12 日在港澳台
湾慈善基金会会所举行终选会
议，由两岸三地 23 位评委从 15
名终选入围者中不分地区、投
票选出 8 名得奖人。

8名得奖人分别为（排名不
分先后）： 腾讯主要创始人之一、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武
汉学院及一丹奖创办人陈一丹
（内地），中新社原副社长、北京大
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创始会长周秉
德（内地），北京春晖博爱公益基
金会创办人邢戎， 长稳社福慈善
基金会创办人、 稳懋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暨总裁陈进财

（台湾），身障医师陈奇峯（台湾），
2001 年香港慈善机构桂馨基金
会创办人、2008年北京桂馨慈善
基金会发起人康典（香港），“爱基
金”创办人蒋丽萍（新加坡），新加
坡罗敏娜基金创办人卓顺发（新
加坡）。

本届“爱心奖” 预定于 12
月中旬举行颁奖典礼， 颁奖日
期、地点将应香港、北京、台北
疫情情况，与协办、制作单位凤
凰卫视共商决定。

据悉， 本届爱心奖由北京
东西方慈善论坛、 香港许晓晖
纪念基金、台湾吴修齐基金会、
吴俊杰基金会、 台湾现代财经
基金会、台湾八大电视台、台北
科大校友总会、 新加坡恒一基
金公司等共同协办。 典礼录像
将于 12 月底在凤凰卫视、台湾
八大电视台、 东森卫视、 香港
TVB 等电视台及网上播出。

爱心奖创办人林添茂表
示：“爱心奖于 2006 年创办时，
就做了 20 年的规划，由香港启
航、延伸到台湾、内地、全球华
人地区， 我们将按计划从 2025
年第 20 届起， 全球不分国家、
种族、宗教，共选爱心楷模。 今
年奖金提升至每位 17 万美元，
成为华人世界最受关注的爱心
慈善奖之一。 ”

主办方表示， 爱心奖是当
今唯一融合海峡两岸三地、面
向全球华人世界的公益奖项。
感谢香港地区共同创办人———
UA 亚洲联合财务（张炳煌）、红
瓦厝（香港）兴业（王茂林）、世
德精密（林俊杰）、Sinpac Limit－
ed（刘栋梁）、许晓晖纪念基金、
陈赵满菊等大力赞助。 爱心奖
团队将再接再厉，实践“爱心水
滴·汇流成海·爱心改变世界！ ”
的愿景。 （于俊如）

“U 设计周”艺术家联名口罩展位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欢度医师节

8 月 19 日是第五个中国医
师节，水滴公司联合中华慈善总
会发起“平民英雄守护项目———
小善行，双周爱心节”医师节关
爱公益行动， 并在全国 54 家医
院开展慰问活动，向无畏向前的
医生们致敬。

调查显示，医生群体虽然为
无数人的健康保驾护航，但他们
自身的健康状况却令人担忧。 六
年多来， 水滴公司深耕大病救助
领域，与全国数百家医院建立了
深度合作，在服务大病患者的过
程中，也见证着医生群体的不易。

2020 年中国医师节，水滴公
司面向全国医务人员启动“水滴
护医计划”， 为突发大病或遭受
意外伤害等情况下身处困境的
医护群体及其直系亲属进行帮
扶；2021 年 1 月， 水滴公司联合
中华慈善总会进一步升级启动
了“平民英雄守护项目”，向包括

医务人员在内的一线工作者提
供物质激励和精神支持，目前已
有多位医务人员获得项目支持；
2021 年 9 月，水滴筹推出首档医
疗纪实访谈栏目《医声》，通过访
谈的形式走进医生的世界，倾听
医生的心声。

水滴公司联合各大医院、公
募基金会、企业等合作伙伴共同
发起“水滴小善行———双周爱心
节”， 在医师节前后联合全国 17
个省份的 54 家医院开展关爱慰
问活动。通过持续开展线上宣传
和线下探访活动。

此次活动还邀请演员张俪、
曾黎、张予曦担任公益大使。 戏
里的精彩演绎让她们更能感受
医生群体的辛苦和伟大，此次担
任小善行公益大使，她们希望通
过实际行动呼吁更多人关注、致
敬中国医生。

（张明敏）

水滴联合 54家医院
实施医师节关爱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