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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脐橙一万块，脱贫致
富跑得快。 ”这是江西寻乌赣南
脐橙的果农们口口相传的老话。
寻乌县吉潭镇上车村有 2000 亩
赣南脐橙示范基地，通过标准种
植和数字化供销链路，今年的亩
产增加了 30%。 近日，该基地正
式挂牌“盒马村”，意味着江西省

内首个“盒马村”正式落成。
2014 年，25 岁的陈伟从广东

珠海回到老家江西寻乌县上车
村， 来到姨父的果业公司工作。
那一年，陈伟帮助姨父在电商平
台开店， 搭建运营和售后团队，
随着电商消费的发展，脐橙销售
增长迅速。

为了保证果子的质量，基地
在种植、管理、采摘期都投入了
更多的成本：有别于以往的暴露
种植，上车村的果农们通过“搭
网种植”， 在不影响日照的情况
下， 防止黄龙病和其他虫害，让
果树得到更好的保养，增加产果
年限。

然而， 几年后陈伟发现，市
面上的脐橙越来越多，没有品牌
化的赣南脐橙销售渠道十分不
稳定，这也让他一度心理压力非
常大。 因为较高的前期成本，如
果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辛苦一
年到头可能会“不赚反亏”。

2021 年，通过阿里巴巴乡村
振兴特派员吕晓影的对接，盒马
水果买手邵长君来到了上车村
“寻源”。“当地有着独特气候环
境和土壤，让赣南脐橙无论是口
感和化渣率都优于市面上大多
数产品。 ”邵长君了解到，寻乌是
革命老区、果业大县，也是阿里
公益定点帮扶县域，而赣南脐橙
是当地人的“幸福果”。 在雨水特
别大的季节里，上车村的果农们
一直守在农田边上，不下雨的时
候就进行梳果、打理，种出了与
众不同的赣南脐橙。

有了好的产品，盒马开始出
高标准的要求。“橙子有十几个
规格，盒马只要一个规格。 比如
大致需要十几车原材料才能捡
出一车符合盒马标准的货。 而到
了盒马仓的验收标准也比一般

的渠道更严格。 ”陈伟回忆说，最
初基地大部分人都不理解，但好
品质能卖上更好的价格，让大家
信服了。

在这个过程中， 特派员吕
晓影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
在她的帮助下， 寻乌县的赣南
脐橙产地仓进行了设备改造。
一颗颗果子滚动在自动化流水
线上， 除了可以被分选成五六
种不同果径的规格， 还可以通
过仪器测出色度、瑕疵、糖酸比
等， 进一步升级了赣南脐橙的
品质标准化。

今年， 盒马的设计师们也
根据寻乌当地的风土人情、历
史文化， 为脐橙量身定制了新
的包装， 并附赠了一张特别的
感谢信， 更好地向消费者表达
盒马村品牌和阿里巴巴公益属
性， 帮助赣南脐橙进一步走向
品牌化。 有了乡村振兴政策的
扶持， 赣南脐橙也拥有了更稳
定的供应链。 辛苦的付出带来
了好回报，“盒马村” 为果农带
来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预计今
年亩产将增加 30%。 （皮磊 )

阿里乡村振兴特派员牵线搭桥

江西首个“盒马村”落地寻乌县

近日，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基金会发起、阿斯利康支持的关
爱罕见病患者的“舒入立量援助
项目”正式启动，旨在向符合援
助条件的患者援助药品依库珠
单抗注射液。

据估算，我国罕见病人数超
2000 万， 他们除了要经受病痛
折磨，还面临治疗难、用药贵、无
法融入社会等问题。全球仅有不
到 10%的罕见病有已批准的治
疗药物或方案，而被批准上市的
药品由于开发成本较高，大多数
患者家庭难以负担。罕见病药品
可及、可负担是患者家庭的殷切
盼望，完善罕见病患者医疗保障
对于防止“因病致贫”具有重要
意义。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理事长曹锡荣介绍了基金会过
去 26 年中在全国 34 个省（市、
区）、1000 余个县市区开展公益
活动的情况。 受益群体超 2 亿人
次。 近十年来，基金会捐资捐物
折合人民币超过两百亿元。

曹锡荣表示，“当前中国人
罕见病、危重病的发病率依然较
高，大病风险仍非单个家庭所能
抵御。 为成为我国医疗保障和医
疗救助体系的有益补充，中国初
级卫生保健基金始终在探索和
尝试与多方社会资源整合，构建
多方共付模式以降低病患实际
支付成本。 使患者获益。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院血液科主任韩冰教授表

示，“目前我国大多数罕见病患
者仅仅局限于头痛医头、 脚痛
医脚的对症治疗。 这样的治疗
效果实际上是很差的， 很多患
者因此导致并发症严重影响生
活质量，甚至造成死亡。 如果他
们能够得到规范化治疗， 就可
以改善生活质量， 重新回归正
常的工作和学习。

据悉，“舒入立量援助项目”
计划在全国范围开展， 预计覆盖
50 余家项目医院、110 多名项目
医生、30余家项目药房。项目将为
确诊为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
症（PNH）、非典型溶血尿毒症综
合征（aHUS）的低收入患者提供
援助。在项目执行期间，患者每自
行使用依库珠单抗药品治疗 1 个
月， 即可获 1 个月治疗所需的依
库珠单抗药品援助， 以此帮助患
者得到长期有效的治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
主任赵明辉教授分享了对开展
患者援助项目的看法。 他认为，
“现阶段患者援助主要聚焦罕见
病、疑难病、危重症等影响大、治
疗难的患者人群， 罕见病因为
患者不多、开发困难，药品价格
普遍较高。 一方面，通过基金会
以多方共付的方式降低患者用
药负担， 可以解决一部分患者
的用药困难；另一方面，需要政
策支持， 让医药企业研发可以
有合理回报，增强研发积极性。
二者之间的兼顾就需要公益力
量的介入。 ” （李庆）

“舒入立量”援助项目启动
凝聚公益力量守护罕见病群体

近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 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
会（COP27）在埃及沙姆沙伊赫
拉开帷幕。 当天，由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与生态环境部宣传教
育 中 心等 单 位 联合 主 办 的
COP27 中国角青年应对气候变
化主题边会同时举办。

本次边会通过青年案例分
享、 对话交流等方式呈现青年
视角下的气候变化问题， 展示
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案例模式
和成效，促进各方交流，鼓励更
多年轻人积极参与到应对气候
变化行动之中。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秘
书长王振刚以线上形式参加本
次边会并作主旨发言。 他指出，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
挑战，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 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积极支持应
对气候变化治理， 积极开展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项目， 发挥生
态系统固碳功能， 增强气候变
化综合适应能力， 并积极推动
绿色低碳全民行动， 带动全社
会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
式，共建美丽家园。

王振刚谈道， 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积极支持大学生参与
应对气候变化公益行动， 持续
多年合作开展“宝洁中国先锋
计划”项目，以“青年与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NbS）”为主题，
通过支持调研实践等方式，鼓
励中国青年提出应对气候变化
的主张和方案。

宝洁大中华区首席可持续
发展官、 传播与公关副总裁许
有杰在线出席本次边会并致

辞。 他表示，“宝洁中国先锋计
划”通过“在实践中学习”的方
式， 提高大学生们参与环保行
动的广度和深度， 为热爱环保
的青年大学生们提供指导和支
持， 积极培养环境保护领域的
未来领导人才。

据介绍，“宝洁中国先锋计
划” 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
宝洁中国于 2015 年共同发起，
旨在支持大学生社团发展、促
进社团专业能力提升，以“在实
践中学习” 的方式为中国环保
事业培养未来领袖人才， 为生
态文明建设及全球环境治理贡
献中国青年的智慧。 2020 年至
2022 年，“宝洁中国先锋计划”
希望以“青年与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NbS）”为主题，发挥青
年先锋力量。 （徐辉）

“宝洁中国先锋计划”
助力青年应对气候变化

近日， 珠海金山办公软件
有限公司向遵义市慈善总会捐
赠了价值百万元的 WPS Of－
fice 教育版办公软件，定向用于
遵义市下辖区县 57 所中组部
重点帮扶的山区学校的教育教
学工作。

此次捐赠是继今年广东扶
贫济困日之后， 金山办公积极
参与“千企帮千镇、 万企兴万

村”行动、为珠海市对口帮扶地
区乡村振兴和教育事业发展进
行的又一次爱心捐助。

“少年强则国强，希望用科
技的力量为孩子们埋下一颗向
上勃发的种子。”金山办公方面
表示， 此次捐赠是金山办公又
一次对教育欠发达地区进行
的技术帮扶和支持。 此次捐赠
的价值百万元 WPS Office 专

业版软件属于终身授权，用于
学校师生日常办公和教育教
学工作。

一直以来， 金山办公致力
于推动教育扶贫， 积极助力欠
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近
年来先后在新疆、 内蒙古、西
藏、 四川等地区进行教育捐赠
和学校捐献工作， 累计投入超
千万元。 （张明敏）

促进教育公平
金山办公向遵义山区学校捐百万办公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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