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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彩代言 显责任担当
———记行走的“公益使者”乐小星

公益资讯 INFOS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携
手美赞臣中国业务集团（以下
简称“美赞臣中国”）共同发起
设立的“罐盖新生”奶粉罐环
保回收公益项目，通过走进广
州、佛山、深圳幼儿园，以“奶
粉罐回收知识科普+模拟回收
游戏”的方式，为孩子们打造
沉浸式互动体验公益课堂。

近期，该项目走进两所幼
儿园，与 100 多名幼儿园小朋
友共同开展科普小课堂和环
保回收游戏，帮助孩子们学习
如何正确回收奶粉罐。 现场回
收了 80 多个奶粉罐， 让孩子
们通过参与公益项目，实现资
源的循环利用。

为了让低龄段孩子们更
好地认识奶粉罐回收过程，该
项目专门开发了一套适龄的
教具《回收的奶粉罐都去哪儿
了？》。孩子们结合课堂讲授的

知识，快速排列出四个回收步
骤的顺序———回收、 压缩、熔
炼和再加工，并且在奶粉罐回
收物品分类中，将一个个的回
收步骤中的物品小贴纸正确
贴在每一个回收的过程中。

结合课堂教学，公益项目
在幼儿园中创设模拟回收奶
粉罐的趣味游戏，现场模拟回
收过程， 并设置了压缩区、运
输区、重组区和再生区。 孩子
们变身成了奶粉罐、运输车和
加工厂等角色，通过分组闯关
的形式，将奶粉罐模型压缩成
小块，运输到工厂熔炼成原材
料，再拼出循环标志，沉浸式
模拟奶粉罐回收利用全过程，
每个小朋友在此过程中都成
为了最可爱的“环保小达人”。

“孩子们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我们打开了思路，也让孩子
们通过这样的形式参与到公

益活动中去。 ”上述幼儿园园
长表示。

不仅“罐盖新生”公益项
目走进幼儿园，今年 8 月至 10
月间，美赞臣中国还联合合作
伙伴通过超过 170 间线下门
店在广州、深圳、佛山、中山、
珠海等五个城市进行奶粉罐
回收，并为参与者提供环保公
益包与荣誉证书。

伴随着“罐盖新生”公益
项目的开展，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表示将集合更多社会力
量，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对于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与提高社会
环境素养的要求，从小朋友到
亲子家庭，连点成线、集线成
面，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教育理
念的同时，把资源回收、绿色
环保、循环再生的知识融入科
普教育，让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更深入人心。 （徐辉）

“这个白白胖胖、萌萌的玩偶
是什么呀？这么可爱！”“能和我们
一起合影吗？ ”在全国各地，中国
体育彩票吉祥物乐小星所到之
处，这样的对话场景总能出现。

乐小星聚光而来，为体彩微
光公益代言。 两年当中，它走遍
了大江南北，不断传播体彩正能
量，为公益事业注入活力。

承载大使命 为公益奔波

2020 年 10 月，“见证公益的
力量”主题发布会上，奥运冠军
武大靖与体彩支教活动的受益
学生，以及公益组织代表在现场
一起见证了乐小星的闪亮登场。

乐小星的名字包含了“乐善
人生” 的“乐”， 也包含了体彩
LOGO 中的“星”形，小星寓意微
光， 意味成千上万人的小小善
举，如同一束束微光汇聚成澎湃

的公益能量。 乐小星自诞生之日
起，便在各种公益活动中频频亮
相，成为体彩最忙的“员工”。

“乐小星公益大闯关”主题
活动是乐小星问世后的第一次
全国大型线下活动，“首秀”亮相
杭州湖滨步行街，10 天时间便吸
引了超 30 万人前来打卡。

乐小星为体育教育资源匮
乏的学校送去体育器材和公益
体育课，陪同支教老师一起来到
孩子们的身边。 截至 2021 年年
底， 全国体彩机构已投入 5979
万元， 为全国 3631 个学校送去
了“快乐操场”。

发挥大作用 送百姓健康

在“体彩，不止运动———全
民全运体彩同行” 主题活动现
场，乐小星与何冲和邢傲伟两位
奥运、 全运双料冠军现身西安，

为全运会加油助威。
在广东省第五届（大湾区）

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活动中，乐
小星与杨景辉、 罗玉通、 张雁
全、 杨伊琳等四名奥运冠军一
起亮相， 向大家传达奥林匹克
运动精神。

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上，
乐小星陪全国群众登高眺远；

“我的两块动出精彩” 体彩社区
运动会燃动全国，市民纷纷与乐
小星拍照打卡；在横店国际马拉
松大赛现场，乐小星为参赛者加
油助威；在中国体育彩票环鄱阳
湖自行车精英赛中，乐小星精彩
亮相，让现场刮起“幸运风”……

散发大能量 让群众欢乐

乐小星个性十足、 阳光可
爱、活力四射的形象，总能为人
们送去欢乐。

“体彩新春季”已成为中国
体育彩票每年迎接春节的靓丽
名片，在“体彩新春季乐小星送
牛气”活动中，乐小星为人们送
上新春的惊喜和祝福，营造出浓
厚的欢乐氛围。

除了让乐小星积极亮相各类
体彩公益活动， 与参与者热情互

动， 体彩还为它设计了微信表情
包、在线互动游戏、CG动画、漫画
等宣传品， 让乐小星走进人们的
生活圈，成为大家熟悉的朋友。

将“公益、健康、乐活、进取”浓
缩于一身的体彩吉祥物乐小星，已
成为展现体彩文化特色、传播体彩
公益理念的重要载体。 （高文兴）

“罐盖新生”为孩子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公益课堂

近日， 由湖南省长沙市
民政局、 长沙市社会组织管
理局指导， 长沙市社会组织
孵化服务基地和湖南乐创公
益慈善发展中心共同承办的
全市社会组织孵化平台及社
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在
线上举办。

此次培训邀请三位在社
会工作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
主讲人从社会组织如何参与
基础治理创新、乡镇（街道）
社工站项目运营、 县社会组
织孵化基地项目运作三个部
分授课。

望城区社工站项目负责
人陈谦结合望城区社工站的
运营成效分享了基层社工站
如何推进专业管理和服务经

验，从事务性督导、多元化培
训、匹配社会组织和政策指导
四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总
结出加强党建引领、整合辖区
资源、品牌项目推动社工站高
效管理等服务经验。

长沙县社会组织孵化基
地项目主管杨莉重点对孵化
基地如何结合本土社会组织
的发展实际需求协助民政部
门开展孵化工作，对社会组织
孵化基地的孵化功能、主要做
法、服务成效、经验分享等方
面进行讲解。

来自成都市爱有戏社区
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张利君带
来了有关社会组织参与社区
治理方面的主题授课，从为什
么要参与社区治理、面临的主

要问题、社区治理的现状以及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
际案例四个角度讲解。

参加培训学员纷纷表示，
本次培训不仅展示了长沙市
社会组织、社工人才的成长和
发展，也使学员进一步了解了
成都社会组织参与基础治理
的优秀经验， 有效促进了长
沙、成都两地社会组织之间的
了解。

本次培训通过线上授课
经验分享的方式， 让长沙市
社会组织孵化平台负责人
和社区社会组织骨干学习
到关于提升社会组织服务
能力、社工实务经验 、社会
治理与服务创新工作中的先
进经验。 （于俊如 ）

长沙举办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

� 近日，吉利德在进博会上分别
与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中国性病
艾滋病防治协会、中国预防性病艾
滋病基金会等机构就病毒性肝炎
防治、HIV 防治等主题达成和启动
战略合作，助力我国加快构建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

据国家疾控中心的调查显示，
我国乙肝感染者约有 7000万例，丙
肝感染者约有 1000万例，其中乙肝
患者的诊断率约为 18.7%， 丙肝患
者的诊断率不足 30%， 而两者接受
规范治疗率仅为 10%左右， 大多患
者没有得到规范治疗， 对疾病的传
播和恶化都造成了极大的风险。

作为病毒学领域的引领者，吉
利德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的“2030 年消除肝炎危害的目标”
以及中国政府提出的“消除丙型肝
炎公共卫生危害行动” 的目标，持
续通过创新合作帮助社区建立安
全有效的健康屏障。

在本届进博会上，吉利德与杭
州市拱墅区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
备忘录，双方将共同探索加强在医
疗服务能力建设与生物医药产业
创新等方面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同时，吉利德与中国预防性病
艾滋病基金会启动了一项为期三
年的关于支持国家消除丙肝公共
卫生危害行动计划的战略合作项
目。 根据第一年度合作计划，双方
将依托基金会和各级学会、协会的
组织优势，依靠国家-省-市-县四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技术力量，
支持在全国 8 个省份的部分县区
对既往报告的近 2 万例丙肝患者
进行随访，向其提供免费的核酸检
测、疾病教育以及后续必要的治疗
动员和转介服务。项目的实施将为
国家消除丙肝公共卫生危害行动

“去存量” 策略的推进做出积极探
索，贡献智慧和力量。

随着药物创新和诊疗水平的
不断提升，HIV/艾滋病已成为可防

可治的慢性疾病。 然而，艾滋病目
前仍是我国死亡人数最高的传染
病，HIV 防治关乎公众健康和生命
安全。 首都医科大学艾滋病临床和
研究中心主任张福杰介绍 ，2021
年， 全国报告现存艾滋病感染者
114 万例。 近年来，尽管 HIV 防治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感染者存活
率大幅提高，但同时也面临着病人
发现晚、疾病进展快、原发耐药性
比例显著增加等一系列难点。 此
外，全国各地的流行特点及诊疗水
平各不相同，地域差异较大。 因此，
完善 HIV 诊疗体系并统一 HIV 规
范、管理和数据标准成为我国 HIV
防控中亟需加强的工作。

为此， 吉利德与中国民族卫生
协会及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共同签
署了 HIV 精准医疗标准化项目，支
持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及国家传染病
医学中心主导建立 HIV 规范化诊
疗流程与标准，增强医院 HIV 门诊
服务质量， 提升医生的临床科研能
力与诊疗水平，共建可持续发展、可
持续优化的 HIV患者服务体系。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 近年来，
我国青年学生人群 HIV 感染率上
升，为此，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等
部门把“学生预防艾滋病教育工
程”列入《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
案（2019-2022 年）》中“六大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进一步提升高校青年学生对
HIV防治的知晓率， 遏制青年群体
新发感染人数上升的趋势， 在本届
进博会上， 吉利德还携手中国性病
艾滋病防治协会启动了新时代学校
预防艾滋病教育和综合干预试点合
作项目。 双方将共同探索创新有效
的 HIV 预防教育和综合干预模式，
进一步提高试点学校的防艾知识知
晓率和覆盖率， 提升学生接受 HIV
检测咨询的自主意愿，促进早检测、
早诊断、 早治疗以及重点学生群体
的 HIV预防意识。 （李庆）

吉利德与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
启动消除丙肝公共卫生危害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