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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乡村全科医生赋能和村民健康教育
行动在浙江淳安启动

为守护村民健康， 助力乡村
振兴，11月 11日， 传化乡村全科
医生赋能和村民健康教育行动启
动仪式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人
民医院举行。 浙江省委统战部副
部长、 浙江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徐
国龙，淳安县委书记杨建根，传化
集团副总裁、 传化慈善基金会理
事长徐迅以及省工商联十二届执
委企业家、杭州市工商联、县卫生
健康系统的领导和乡村医生代表
出席了此次启动仪式。

此次村医赋能和村民健康教
育行动以浙江山区 26 县之一的
淳安县为试点， 将培养 150 名乡
村全科医生，其中包括 50 名核心
全科医生以及 100 名乡村全科医
生，覆盖居（村）民健康教育不少
于 15万人。

淳安县卫健局局长商建军讲
道，淳安县以项目试点为契机，将
探索一套可复制的基层医师（乡
村医师）培训培养常态化、持续化

机制，打造一支“无病善防、小病
善治、大病善识、疾病善转、慢病
善管”的基层医生队伍，建立县域
卫生人才培养双循环机制， 夯实
村民健康网底。

淳安县常委、 宣传部长章临
凯提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位置”，“发展壮大医疗卫
生队伍， 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
社区”。 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网
底”，乡村全科医生是我国医疗卫
生体系的“神经末梢”。 传化将淳
安县作为乡村全科医生赋能和村
民健康教育项目试点， 为乡村全
科医生提供了学习机会， 也为全
面提升乡村全科医生医疗、保健、
康复服务能力提供了有效途径。
淳安县将按照项目试点要求，构
建基层教学和宣讲团队， 提高村
民健康意识，提炼出山区 26 县可
复制的健康乡村模式与经验。

传化集团副总裁、 传化慈善

基金会理事长徐迅表示， 传化在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坚持践
行社会责任。 传化积极响应党中
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号召， 目前已
援建 1037所“安心卫生室” 和 1
所“安心卫生院”，服务村民 180
多万人。在完善硬件设施基础上，
打造了集村医培训、互助、激励和
医友互动等为一体的“安心医家”

线上平台，服务“安心卫生室”及
周边卫生室村医，形成“建室、助
医、扶医”全链条健康帮扶模式。
在长期实践中也发现， 打造健康
中国的短板弱点在农村， 尤其是
农村卫生基础薄弱、 医疗设施落
后、 乡村医生服务能力不足等问
题依然突出。 在巩固脱贫攻坚阶
段健康帮扶成果的基础上， 传化
希望对“安心卫生室”项目展开全
面升级，以乡村卫生室为阵地、以
帮扶村医为切入口， 全力守护村
民健康，助力乡村振兴。

淳安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章

临凯，传化集团董事会秘书长、传
化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杨传生，
传化旗下新安化工董事长助理钟
樟军为医生代表们授旗， 培训赋
能课程正式开启。

淳安县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鲁连美， 浙江省医学科技教育发
展中心副主任方才妹为“传化·安
心卫生室淳安培训基地”揭牌，标
志着淳安培训基地正式落地。

浙江省统战部副部长、 省工
商联党组书记徐国龙， 淳安县委
书记杨建根，传化集团副总裁、传
化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徐迅共同启
动了“传化乡村全科医生赋能和
村民健康教育行动”。

活动结束后，与会领导参观了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培训基地，并
探访了青溪新城马路村卫生室，了
解村医的工作环境和需求。

该活动由浙江省工商业联合
会作为指导单位， 由淳安县人民
政府、 浙江省医学科技教育发展
中心、传化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
三方将在政策支撑、 资金与平台
保障、智力支持等方面给与支持，
协同推进“传化·安心卫生室”公
益项目顺利实施。 （辜哲）

日前，达能纽迪希亚在进博
会上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达
成合作，发起“她守护”健康公益
项目系列活动，共同守护中国母
婴健康未来。

达能中国副总裁邹春义表
示：“母婴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
石。 多年来，达能始终坚持‘双重
承诺’， 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同时，
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在此过程中，
达能纽迪希亚立足自身专业领域
优势、携手各方社会资源，让营养
和健康更加可及可得。通过‘她守
护’健康公益项目，我们期望帮助
中国妈妈实现更好的喂养， 更希
望借助进博会的溢出效应， 让科
研成果更快惠及千家万户， 为母
婴营养健康持续赋能。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
长董葵表示：“作为全国妇联领导
下的公益组织， 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始终着眼于妇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达能纽迪希亚与妇基会对中国母
婴健康未来关注度高度一致，我
们愿联动多方社会资源， 为母婴
群体撑起健康守护伞。 ”

作为生育中最重要的角色，
妈妈们经受着健康方面的挑战，
同时面临着喂养方面的诸多难
题。 在此背景下，达能纽迪希亚
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通过
“她守护” 健康公益项目给予妈
妈们切实的健康支持与育儿咨
询，助力优化生育环境。

据了解，达能纽迪希亚将为

新生儿大省捐赠“母亲健康快
车”，包括河南和广东，提供接转
孕产妇等服务项目，助力两地分
娩妈妈们的“急”需求。 此外，双
方还将携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邀请诸多妇产科、儿科、营养科
专家开设系列线上公益课堂，对
包括孕期、产后哺乳、婴幼儿护
理等不同阶段所需的健康知识
进行讲解，帮助广大妇女及其家
庭更便捷地获得权威科学的孕
育问题“正解”。

当下，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妈
妈希望借助数字化手段，获得随
时随地的、专业的喂养支持。 达
能纽迪希亚去年进博会上推出
了“一站式智慧喂养平台———
Aptaclub 喂自由”，助力中国爸妈
应对喂养难题。 借助进博会，一
年来“喂自由”将母婴知识及先
锋的育儿理念送到了千家万户，
让处于不同喂养阶段、位于不同
地区的中国家庭均可享受到优
质、科学的专业指导，截至目前
已为百万中国家庭提供个性化
服务。

借助“喂自由”平台，达能纽
迪希亚将黄金便便解码器、喂奶
工具、辅食工具等多种数字工具
一次性给到中国妈妈，全面支持
不同阶段“先锋”妈妈们的科学
喂养需求。“喂自由”将持续不断
集结达能纽迪希亚全球科技成
果和中国权威专家力量，加强知
识、专家、活动等内容的打造，共
同守护中国宝宝成长。 （胡彬）

“她守护”健康公益项目启动
共护母婴健康未来

2022 年第五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期间，由默沙东及中国
疫苗行业协会发起的“中苗协-
默沙东菁卫公共卫生奖助学金
项目”在默沙东展台正式启动。

作为“十四五”规划“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的政策缩影，以
及建设“健康中国” 的前沿阵
地， 公卫系统承担着抗击传染
性疾病、守护公众健康的重任。
而公卫人才队伍的质量与疾病
防控进程密切相关， 公卫教育
水平提升和人才队伍建设便显
得尤为重要。

中国疫苗行业协会会长封
多佳介绍道， 菁卫公共卫生奖
助学金项目计划对全国重点高
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学生进行奖
助学金的资助， 首批资助高校
包括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和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项目旨在为青年人才专心向学
排忧解难， 鼓励公卫学子以昂

扬热情投身“建设强大公共卫
生体系”的国家战略大业；为公
卫事业储备新型后备军， 助力
提升公卫科研和实践的整体水
平；激活产学研的协同效应，强
化各级疾病防控机构的能力建
设，提升全民健康管理水平。

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溪原指
出， 公卫人才是保障人民群众
健康的“守门人”。 新型公卫人
才除了拥有扎实的基本理论知
识和数据分析能力， 还需具备
敏锐的大局意识、 过硬的实操
技能、全面的应急处理能力等。
菁卫公共卫生奖助学金项目正
是拓展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路
径，优化公卫人才发展系统，完
善公卫疾控体系的有益探索。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
伴随公卫范畴与内容在深度和广
度上的不断延展， 不断完善公卫
体系已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的核心抓手。”中山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院长夏敏表示， 希望通
过菁卫公共卫生奖助学金项目，
培养高素质人才、 提升专业人才
比例、壮大人才队伍，推动公卫教
育“更上一层楼”。

进入中国 30 年来，默沙东
凭借丰富的疫苗产品和抗感染
药物等管线，从预防到治疗，为
女性、儿童及青少年、老年人等
不同群体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
的健康保护。 默沙东全球高级
副总裁兼默沙东中国总裁田安
娜（Anna Van Acker）表示：“建
设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需要多
方协力， 而人才是体系建设的
基石。 默沙东非常荣幸能与中
国疫苗行业协会联合发起菁卫
公共卫生奖助学金项目， 支持
高等院校为社会输送更多公卫
人才， 壮大中国公卫青年精英
队伍， 为医疗健康行业发展注
入源源动力。 ” （高文兴）

默沙东携手中国疫苗行业协会启动奖助学金
培养公共卫生在校人才

日前， 由北京市老龄办、
北京市老龄协会主办的 2022
年度北京市“孝顺榜样”命名
活动正在进行中， 本年度 10
名“孝顺榜样”名单即将揭晓。
为激励市民“孝老爱亲、向上
向善”， 在全社会大力构建养
老、 孝老、 敬老的社会环境，
2022 年度北京市“孝顺榜样”
命名活动孝主题创意宣传片
日前制作完成并上线。

为加大对“孝行”的社会宣
传力度，从 2015 年起，北京市

老龄协会通过公开招标， 委托
专业机构对命名活动进行整体
宣传， 开展孝道文化系列宣传
推广工作。 中标人通过搭建网
络平台吸引网民为“孝顺榜样”
候选人点赞， 组织专家评审评
出拟命名“孝顺榜样”，拍摄制
作《遇见二十年后的父母》《爱
要大声说出来》《孝是更好的陪
伴》等“孝”主题创意宣传片和
“孝顺榜样”先进典型事迹宣传
片， 在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以
及网络新媒体平台投放， 营造

良好的养老、孝老、敬老氛围。
据悉，2022 年“孝顺榜样”

命名活动将经过基层推荐、社会
点赞和专家评审等环节，最终从
全市孝老爱亲先进典型中选树
10名年度“孝顺榜样”。 自 2010
年起，北京市老龄办、北京市老
龄协会已连续 12年在全市开展

“孝星”“孝顺榜样”命名活动，命
名了 5.9 万名“孝星”和 120 名
“孝顺榜样”， 在全社会形成了
“传承孝文化、引领新风尚”的孝
老爱亲浓厚氛围。 （张明敏）

北京市“孝顺榜样”主题宣传片营造敬老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