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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健康宣教助乳腺癌患者重燃治愈希望
近日，由中国抗癌协会康复

分会、北京爱谱癌症患者关爱基
金会、罗氏制药中国与爱慕公益
基金会共同发起的 2022 年“予
她圆满·愈她同行” 全国乳腺健
康宣教暨粉红健康走活动在北
京冬奥赛场首钢园秀池水下展
厅活力亮相。

本次活动将免费捐赠 500 套
专业版义乳及配套内衣， 为国内
失乳乳腺癌患者带来圆满守护。
活动中， 多位乳腺癌患者身着粉
红丝带月限定款运动内衣， 上演
了一场活力四射的粉红健康操。
主办方希望通过该活动， 倡导女

性关爱自身乳腺健康， 用健康的
运动方式，最柔美的粉红精神“予
她圆满·愈她同行”。

自 2016 年在长城启动以来，
RUN FOR HER FAMILY 全
国乳腺健康宣教项目已开展七
年。 多年来，活动遍及全国千余
座城市，数以万计的乳腺癌诊疗
领域顶级专家、 癌症康复者、爱
心志愿者积极参与其中，帮助国
内乳腺癌患者重燃治愈希望。

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中
国抗癌协会康复分会名誉主任
委员，北京爱谱癌症患者关爱基
金会主席史安利教授表示：“作

为一名乳腺癌患者，我深知女性
患者对于身体完整和美丽的渴
望， 保乳不仅是保卫乳房的完
整， 更是守护女性的自尊与自
信。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公众通过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守护乳
腺健康，乳腺癌患者拥有更多保
乳机会，获得身心治愈，让生命
和美丽都不再缺失。 ”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
师、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乳
腺外科学组组长刘荫华教授表
示，乳腺癌防治强调三“早”，即
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 与根
治术相比， 保乳术能使乳腺癌
患者在生存及生活质量方面均
获益， 是早期乳腺癌患者重要
的推荐治疗方案之一。 只要相
信医生， 通过规范化治疗用药
和长期良好的管理， 更多
患者能以更加圆满的姿态
回归家庭与社会。

会上，解放军总医院医
学部副主任、中国临床肿瘤
学会（CSCO）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江泽飞教授同时呼吁，
医生和公众都应尊重每个
女性保护乳房的权利，特别

是医生需要与患者和患者的家
人做好治疗方案的沟通，破除误
解，积极地为患者争取更多保乳
机会。

为更好地帮助乳腺癌患者
走出身体残缺阴霾，重建信心回
归社会。 在今年的“RUN FOR
HER FAMILY 予她圆满·愈她
同行” 全国乳腺健康宣教活动
上，爱慕公益基金会还向北京爱
谱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捐赠 500
件专业版义乳及内衣，为全国因
乳腺癌术后失乳的女性患者提
供圆满守护，绽放美丽峰彩的同
时， 唤醒公众对乳腺健康的关
注，提高保乳意识。

爱慕公益基金会持续关注
中国女性乳腺健康， 截至目前，
爱慕公益基金会已经捐赠出 3.6

万多个义乳。 爱慕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吴晓平表示，爱慕除了为失
乳患者准备了专业版义乳和内
衣，还为提升公众乳腺健康知识
准备了 500 件粉红丝带月限定
款运动内衣。

罗氏制药中国客户交互业
务模式-肿瘤领域总经理钱巍
表示，今年是罗氏连续第七年参
与 支 持 “RUN FOR HER
FAMILY 予她圆满·愈她同行”
全国乳腺健康宣教项目。未来会
将更多创新的药物更快带入中
国， 同时也会在公众疾病宣教、
患者服务支持以及提高药物可
及性等各方面持续与社会各界
合作，助力广大中国乳腺癌患者
在康复的路上“愈”加自信，“愈”
她圆满。 （徐辉）

“七只小鹿”招募企鹅保育员
助力中小学志愿服务

近日，志愿服务机构和众
泽益“七只小鹿公益研学平
台” 企鹅保育员公益研学活
动招募开启， 有一群“小绅
士”在等待小朋友们的帮助，
它们是远道而来的洪堡企
鹅。 七只小鹿公益研学平台
通过研学方式践行公益活
动， 让营员们通过志愿服务
活动、企鹅保育活动，跟随海
洋馆的老师们学习企鹅知
识、了解企鹅生活习性、近距

离接触投喂企鹅宝宝等活
动，感受企鹅的憨厚可爱，学
习并了解保护易危物种动
物，呼吁宣传保护动物。

“七只小鹿公益研学”是依
托 10 多年志愿服务行业经验
而推出的针对中小学公益研学
项目， 专为 6-15 岁中小学生
提供志愿服务教育，开展“中小
学志愿服务+”的行动。

作为连接中小学志愿服务
的桥梁，“七只小鹿”围绕“劳动

教育、体育运动、自然环保、传
统文化、科技创新、应急避险、
关怀倡导”七大主题活动，通过
PBL 项目制学习方法， 开展社
会公益实践活动，让更多孩子
从小了解公益、 参与公益，开
拓孩子的好奇心、 认知观、社
会公民意识、解决问题能力与
生活能力，增强孩子的团队合
作意识， 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实
践能力。 （张明敏）

华邦积极推进粤桂协作
近日，2022年广东民营企业

助力广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暨粤桂协作“万企兴万村”
行动对接活动在广西贺州举行。
华邦控股集团凭借在粤桂协作
与乡村振兴领域的突出贡献，再
次获评“粤桂协作‘万企兴万村’
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此次活动由广西壮族自治
区党委统战部、工商联、乡村振
兴局，广东省工商联、乡村振兴
局，贺州市政府，粤桂协作工作
队等主办。

华邦慈善基金会发起人、
执行理事长苏立钊表示，“万企
兴万村” 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营企业责
无旁贷。 华邦作为广东省百强
民企，通过粤桂协作平台，充分
发挥资源、产业、技术等优势，
持续加大对广西的产业帮扶，
深耕公益事业， 以实际行动助
力乡村振兴， 打造民营企业参

与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
“华邦”样本。

实现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是重点。 华邦在基建、养老、保
险等领域完成投资逾 500 亿
元， 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华邦”贡献。

十年来， 华邦建投集团承
建桂来高速公路、 柳武高速公
路、梧州环城高速公路、新桂柳
高速公路、 灌平高速公路等逾
500 公里的重大基建项目，织
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惠及广大
老百姓。截至目前，华邦建投集
团在桂已建成通车高速公路里
程逾 300 公里， 涉及沿线乡镇
180 余个， 直接造福沿线群众
约 800 万人， 为沿线地区经济
发展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文化、 教育类民生项目
上， 华邦建投集团建设了贺州

“三馆一中心”、 百色市德保县
第二高中项目、 钦州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南宁马山县第
三高级中学等民生项目， 助力
广西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在养老方面，目前，华邦美
好家园在广西南宁、 桂林等地
设有三家孝慈养老机构、 三家
日间照料中心， 为社会提供
1000 余张养老床位，每年提供
逾 46 万人次的居家上门养老
服务，助力广西养老事业发展。

在保障民生方面，华农保险
聚焦地方特色优势农产品产业，
持续加大产品创新、 技术创新，
以科技赋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民营企业作为参与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力量， 应肩负起
更大的责任。 ”华邦控股集团董
事长苏如春表示， 华邦将以更
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事业，推
进“万企兴万村”行动，在基建、
养老、 保险等领域助力广西民
生事业发展， 为建设壮美广西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庆）

10 月 27 日，国际熊猫日。 当
天， 安踏集团与一个地球自然基
金会共同举办“大熊猫巡展厦门
站”活动，提升公众对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认知， 这也是安踏集团积
极参与社会公益实践， 践行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举措之一。

此次“大熊猫巡展”首次落地
厦门，1864 只由艺术家韩美林授
权设计的大熊猫纸雕塑作品备受
关注。 1864 是第四次大熊猫调查
得出的野生大熊猫数量。 纸雕呈
现出了材质和工艺本身造成的脆
弱质感， 艺术家认为这种美好和
脆弱都象征着我们人类和所有生
命所处的地球生态系统。 据悉，
2019 年，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把

国际上广受赞誉的“熊猫巡展
Panda Tour”带回中国，中国艺
术家韩美林以人类宝宝的形象为
巡展创作了大熊猫宝宝纸雕塑。
在过去的 3 年里， 这些作品分批

“巡游”了多个城市，并于此次厦
门站首次齐聚一城。

巡展将在厦门 SM 广场和安
踏厦门营运中心大厦举办大型艺
术科普展示和熊猫课堂活动，把
自然保护的展览做成网红打卡地
标， 通过艺术化的创意向厦门市
民介绍野生大熊猫的生存状态和
东北虎、长江江豚、雪豹、穿山甲
等濒危野生物种的知识， 让公众
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
意义。 （张明敏）

安踏助力大熊猫巡展亮相厦门

为打造“幼有所育”“衢有善
育”， 帮助衢州市 0-18 岁身患重
疾的困难家庭儿童及时获得医疗
援助， 进一步加强对儿童的重疾
防护与保障，阿里健康公益、阿里
巴巴公益联合中国出生缺陷干预
救助基金会，在浙江省 26 个山区
县实施的“小鹿灯‘无陷未来’出
生缺陷儿童救助公益项目”于 10
月 28 日正式在衢州市启动。

据了解， 该项目为身患出生
缺陷疾病的困难家庭儿童提供高
质量的医疗救助， 疾病覆盖种类
达 221 种， 救助政策贴合患儿家
庭实际需求，救助费用涉及治疗、
交通住宿两方面， 同时提供就医
爱心通道、 知名专家义诊以及基
因检测再生育指导等多元服务。
有救助需求的患儿家长可在支付
宝端搜索“小鹿灯”提交申请。

衢州市卫健委党委委员、市
计生协专职副会长陈洪雨， 中国
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项目部
主任王紫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儿童医院副院长高志刚， 衢州
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周红梅， 阿里
健康资深副总裁马立， 阿里巴巴

集团助力共同富裕工作小组总监
明宏伟出席项目启动仪式。

同日， 浙大儿院副院长高志
刚及各科室 9 名专家， 在衢州市
妇幼保健院门诊大厅举行了大型
出生缺陷防治义诊活动， 共接待
患者 168 人次。其中，符合项目救
助条件的 19 名患儿，在基金会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 现场提交了救
助申请。 义诊筛查出符合救助病
种主要包括：房间隔缺损、尿道下
裂、并指、先天性外耳畸形、唇腭
裂、SMA、矮小症、漏斗胸、先天性
发育异常、脑瘫、其他遗传代谢病
（雄激素不敏感综合症）、孤独症、
听力缺陷等。

据悉，“小鹿灯‘无陷未来’
出生缺陷儿童救助项目”已在全
国 14 个省份的 26 个县域运营
一年，在欠发达地区配合国家提
供的医疗和保障进行有效补充，
通过“主动救助”的模式，解决患
儿在寻医、治疗过程中的“信息
困境、就医困境、经济困境”。 目
前，通过“小鹿灯”儿童重疾救助
平台申请并通过审核的患儿超
过 800 名。 （高文兴）

“小鹿灯”温暖衢州出生缺陷儿童
一年接受患儿申请超 80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