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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伊利营养 2030”
公益短片《为热爱上场》荣获“黄河奖”

来自贵州的周子明今年
刚 22 岁。在三四岁时，他的小
腿和脚踝莫名疼痛。起初大人
并没将这些症状放在心上，直
到初二时，小子明症状再次加
重。 最终，他在重庆确诊了强
直性脊柱炎。

随后，周子明开始接受生
物制剂的治疗，但迫于经济负
担和长期治疗意识的缺失，病
情初步稳定后，周子明就南下
打工，不久就再次复发了。 就
在周子明最无助的时候，强直
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扩展
至广大农村群众，在项目帮助
下，周子明身体状况很快有了
好转。

数据显示， 强直性脊柱
炎好发于青壮年男性， 具有
误诊率高、致残率高的特点，
如不及时治疗，3 年致残率
达到 45% ，5 年致残率高达
70%以上。 我国 50%以上强
直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

北京友谊医院风湿科主
任医师刘燕鹰表示，强直性脊
柱炎往往通过风湿免疫科来
确诊，但因基层医院整体建设
水平等原因，患者未被满足的
需求非常明显。目前有多种药
物可以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其
中，生物制剂中应用得最广泛
的药物当属 TNF-α 抑制剂，
例如重组人 II 型肿瘤坏死因
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等。 它
不但起效快，副作用小，而且
能很快地缓解病情。

我国现有 500 多万强直
患者，其中农村的困境患者有
10 多万人。 强直性脊柱炎健
康乡村项目通过对患者筛查、
治疗，全面掌握贫困强直患者
状况， 及时开展医疗救治；通

过科普宣传，提高基层群众对
疾病的辨别能力和对疾病危
害的认识，促进早发现、早治
疗，主动防止因病致贫；通过
促进基层有关医疗机构专业
科室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基
层强直医疗水平，有利于减少
因该病而发生的贫困。

据悉，强直性脊柱炎健康
乡村项目（原强直性脊柱炎健
康扶贫工程）是由国家乡村振
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实
施，旨在帮助贫困强直患者减
轻病痛，实现正常生活，摆脱
贫困。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农
工党中央发挥界别优势，汇聚
各地医疗专家提供技术指导，
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
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作为项目执行单位在中华医
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三生国健
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和
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下，积极
推进项目实施。 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 项目已累计开展医
生培训和筛查义诊活动 590
场， 培训医务人员 21917 人，
筛查患者 12484 人 ， 救 治
8583 人。

三生制药旗下子公司三
生国健总经理肖卫红表示，强
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帮
助了很多像周子明这样的患
者。 今年，项目在辽宁省落地，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已
推广到 12 个地级市的 14 家
医院， 得到地方大力支持。
2023 年，该公司将继续跟随农
工党、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
促进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深入实施强直性脊柱炎
健康乡村项目，帮助更多的患
者恢复健康。 （徐辉）

逾 8000名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获健康乡村项目帮扶

超两万人爱心齐聚
聚划算修建公益球场助力山区体育建设

今年世界杯期间， 国内出
现了数万淘宝网友一起捐球场
的盛况。 每个人只需要捐出 1
元钱，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为
江西山区的小学修建足球场，
增加足球教育软硬件设施，为
圆山区儿童体育梦想贡献出一
份力量。 此次公益活动引发多
家媒体跟进报道与联合募捐，
在民众层面也引发不少讨论。

据了解， 该活动源于聚划
算发起的圆梦计划， 首期聚焦
乡村足球建设。 今年 11 月 25
日，聚划算官方主播王濛、张馨
予、 王霏霏作为公益联合发起
人正式发起上述活动， 聚划算
也在百亿补贴官方直播间号召
人们“一元修球场”，将直播部
分收入进行捐赠。

而今， 聚划算已顺利为江
西遂州县衙前中心小学修建了
标准足球场， 提升了山区校园
足球硬件设施。 除建设足球场
外， 该笔资金还将用于培训体
育教师， 推动校园足球教育发

展， 从而提高学校体育教学质
量，促进乡村儿童的全面成长。

“我们球队的孩子真的很
喜欢足球， 他们训练都是风雨
无阻。 大家以前训练经常携带
药箱， 因为踢球的场地十分有
限， 很容易和其他同学撞到一
起，场地又很硬，受伤是在所难
免的。 ”遂川县衙前中心小学老

师表示。
据透露， 日前另一个新足球

场已在修建中，预计 2023年 1月
底完工， 让更多山村孩子能圆体
育梦。 未来，聚划算圆梦计划将继
续聚焦乡村振兴、双碳减排、小众
群体及动物保护等领域， 持续围
绕社会公益议题展开，让更多“有
爱”持续传递下去。 （皮磊）

12 月 21 日，第 29 届中国国
际广告节-黄河奖作品征集大赛
颁奖典礼在厦门举行，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伊利营养 2030”项目
报送的公益短片《为热爱上场》
从本年度“黄河奖”征集的 5000

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
“黄河奖”。

在海拔 3123 米的云南省迪
庆藏族自治州格
咱乡小学， 有这
样一群怀揣足球
梦想的孩子。 他
们没有精良的训
练设备， 也没有
专 业 的 教 练 指
导， 凭着自己对
足球的热爱和高
原环境下练就的
拼劲儿， 由一位
坚守足球梦想 17
年 的 数 学 老
师———小卡老师
带队， 屡次在州

级足球联赛上为热爱上场，因拼
搏夺冠。

2022 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联合伊利将“伊利营养 2030”公
益项目带到了格咱乡小学，通过
建立博爱足球校队、提供营养支
持、开展足球比赛等形式，用营
养守护孩子的足球梦。 同时，项
目也将老师和孩子们对于足球
的热爱、他们身处逆境却不服输
的体育精神，通过《为热爱上场》
这部短片全部真实地记录了下
来，以真挚的师生情谊和热血的
足球梦想打动着人们心中最柔
软的那一部分。 同时希望通过
《为热爱上场》这部短片，让更多
人看到孩子们在赛场上勇敢拼
搏不服输的“格咱精神”和孩子

们的足球梦想。
此次《为热爱上场》荣获“黄

河奖”是“伊利营养 2030”项目用
营养守护孩子梦想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覆盖全国 26
个省区市，累计投入资金和营养
物资超过 1 亿元， 近 70 万儿童
从中受益。 日前，伊利荣获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中国农业国
际合作促进会颁发的“2022 年企
业社会责任公益典范”奖项。

未来，“伊利营养 2030” 将坚
守十年承诺、持续深入落实“乡村
振兴”和“健康中国”两大战略，践
行营养物资捐赠、健康知识科普、
梦想关爱守护三大行动， 帮助更
多孩子们实现梦想， 让公益更有
益，让梦想更靠近。 （皮磊）

2022年一丹奖聚焦教育发展
日前，2022 年一丹奖颁奖

典礼与峰会在香港举办， 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作
为主礼嘉宾出席颁奖典礼。 朱
永新和琳达·达林哈蒙德分别
获颁 2022 年一丹教育发展奖
以及一丹教育研究奖， 他们在
推动教师和学生掌握 21 世纪
所必需技能方面做出的贡献获
得了评委会的认可。

朱永新教授自 2000 年发起
“新教育实验”，20 多年来探索
素质教育的路径， 通过提供校
园和课外阅读与学习资源，创
新课堂教学方法， 提高了学生

学习积极性。 此外，其团队还通
过提供“新父母学校”等家庭教
育课程以及与学生所在社区的
积极互动， 营造了更积极的家
庭学习环境。

琳达·达林哈蒙德被授予
2022 年一丹教育研究奖，以表
彰她在改变教师和学校管理
层的能力建设方面的贡献。 她
的研究显示，通过高效的组织
层面的设计及有效的策略，普
惠教育的大门可以向每个学
生打开。

一丹奖峰会则以“与教师
同行，应对瞬息万变的世界”为

主题，聚焦全球教师的现状及未
来，吸引了来自教育、政策制定
以及慈善领域的逾百名专家及
学者参与。

据悉， 一丹奖于 2016 年创
办，其愿景为“以教育提升人类
福祉”， 每年颁发两个奖项———
一丹教育研究奖和一丹教育发
展奖，授予对教育贡献卓著的个
人或不超过三人的团队。 一丹奖
由独立慈善信托运作及管理，得
奖者或得奖团队获颁一枚纯金
奖牌及 3000 万港元奖励， 其中
一半为奖金，另一半为支持教育
研究或项目的资金。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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