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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鼓 5 人生-我的 5
彩征途” 系列微电影首映礼在
上海宛平剧院举办，这是“鼓 5
人生”肺癌患者关爱项目（以下
简称“鼓 5 人生”）连续第六年
开展， 该项目由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发起， 上海市癌症康复
俱乐部、觅健协办，阿斯利康参
与支持。

迈入新的 5 年，今年项目通
过真实“鼓 5”故事微电影以及阿
卡贝拉“云合唱”等创意内容科
普肺癌疾病诊疗信息、传递“鼓
5”精神、延续关爱力量，旨在凝
聚更多的社会力量探索多方共
助肺癌患者的新机制，持续助力
肺癌患者健康长生存。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副秘
书长乔颖表示， 今年通过“鼓 5
人生-我的 5 彩征途” 系列真实
患者抗癌故事微电影形式，帮助
更多患者获得正确的疾病认知、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积极抗
癌的信念，从而跨越 5 年这道关
卡。“未来， 我们将持续携手各
方，借助‘鼓 5 人生’项目的规模
和影响力，传递更多‘鼓 5’力量，

帮助患者们迎来‘5’彩人生。 ”
作为“癌症第一杀手”，肺

癌是我国目前发病率和死亡率
最高的恶性肿瘤， 且发病率还
在不断攀升。 上海市肺科医院
放疗科蔡勇教授表示：“我们要
重视‘早筛早诊’，尤其是针对
高危人群而言， 定期体检才能

有效预防肺癌。 同时，规范化检
测也至关重要，在临床上，基因
检测是精准治疗的前提， 组织
活检是金标准， 有了明确的诊
断和检测， 才能有明确的肺癌
治疗方案。 ”

今年，“鼓 5 人生”项目深挖
患者抗击肺癌背后的温情故事，

将其制作成“鼓 5 人生-我的 5
彩征途”系列微电影，并邀请患
者与专业乐团共创阿卡贝拉“云
合唱”微电影主题曲。

自 2017 年以来，“鼓 5 人
生”肺癌患者关爱项目始终聚焦
患者需求，以多样化的形式帮助
肺癌患者增强抗击疾病的信心，

从科普教育、疾病诊疗、心理健
康、生活质量、社会价值等多维
度为患者提供全方位支持，帮助
患者跨越 5 年生存期，实现健康
长生存。

阿斯利康连续第六年支持
开展肺癌患者关爱活动，致力于
通过多种创新疗法帮助肺癌患
者实现长生存。阿斯利康中国肿
瘤事业部总经理陈康伟表示：

“作为‘鼓 5’的一分子，阿斯利
康多年来一直深耕肺癌防治领
域， 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全方位
的支持与关护。 我们始终以患
者为中心，不断探索创新，从肺
癌靶向疗法、到免疫疗法，从常
见肺癌靶点到罕见肺癌靶点，
不断致力于帮助患者更好地获
益，助力肺癌诊疗迈入精准化、
个体化时代， 并多渠道加速创
新药物可及。 未来，我们希望能
够和更多爱心伙伴一起，将‘鼓
5’ 力量进行更广泛的传递，为
肺癌乃至其他癌种的患者构建
一个更加开放、融合的健康生态
圈，从身到心、赋能患者获得高
质量长生存。 ” （徐辉）

“鼓 5人生”助力肺癌患者长生存

近日，由和众泽益主办、国际
志愿者协会支持、内蒙古巾帼志
愿服务协会协办的“益企聚
荟———2022 全球企业志愿服务
报告发布交流会”如期举办。

国际志愿者协会的洛丽·福
斯特、肯·艾伦、莫妮卡·克罗尔三
位代表以视频形式讲述了《后疫
情时代的企业志愿服务》这份报
告的相关情况。 该报告由国际志
愿者协会与世界各地的专家研
究人员合作撰写，目的是为全世
界的公司提供一个宝贵资源，根
据行业发展的水平衡量企业志
愿服务项目发展的程度，提供具
有启发性的新想法，以完善现有
的项目或创建新的项目，并提出
认为对未来企业志愿服务发展

至关重要的讨论议题。
中华志愿者协会敬老助残志

愿者委员会主任吕培力认为，企
业主动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可
以为企业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促进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企业创造更
广阔的生存环境， 有利于获得相
关企业的信任、合作与帮助，有助
于得到政府的信任而更多地得到
资助和优惠政策。

和众泽益参与了该报告撰
写，并翻译了该报告中文版，其创
始人、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王忠
平博士充分解读了该报告， 他希
望该报告可以让更多读者看见，
由此激励国内企业增加员工志愿
服务的规模和影响力。

活动上，金鹰集团（中国）区可
持续发展副总经理高宝玉、赛默飞
公关经理及企业社会责任中国区
负责人黄霏、德勤公益基金会副秘
书长申雅静先后分享了各自的企
业志愿服务案例。国际志愿者协会
国别代表丁晨辉、诺和诺德中国志
愿者协会负责人李燕、康宝莱（中
国）CSR经理陈可可、京东方企业
社会责任负责人杨璇四位嘉宾在
圆桌沙龙中就企业志愿服务探讨
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

此外，在本次活动中，和众
泽益还发起了志愿服务“企业
行”系列活动，以此搭建常态持
续的企业志愿服务交流平台，为
各方提供更多、更深入的面对面
交流机会。 （徐辉）

2022 全球企业志愿服务报告发布
为企业提供启发性新想法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是全国
文明城市的“升级版”，是“桂冠
上的明珠”，作为连续五届蝉联
全国文明城市的成都市， 眼下
正全力以赴创建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

针对市民参与不足的问
题， 成都市金牛区社科联为充
分发挥党委智库作用， 启动了
“提高市民参与文明典范城市
创建的对策和建议调研”，并携
手成都市文明公益大使李向
前、 成都市金牛区社会工作协
会在全区重点街道和社区开展
了走访调研。 金牛区完成了全
市首份市民参与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的主题调研报告。

自成都市启动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创建工作以来， 金牛区
政府以高标准有序有力有效推
进创建工作，多措并举下，但居
民参与度离创建仍有差距。 为
找准问题、精准施策，金牛区社
科联联合全区枢纽型社会组织
成都市金牛区社会工作协会、
成都市文明公益大使， 对全区
重点街道、社区开展调研，精准
发放问卷 200 余份，对街道、社
区工作者开展焦点访谈。“通过
系统化了解社区居民在文明典
范城市创建的参与现状、 对策
建议，为党委、政府提供专业化
科学化调研报告。”金牛区社科
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主题调研
报告初衷。

此前，成都市委办公厅、市
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争创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十条措施》，
市文明委配套出台《成都市创
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行动方
案》，“双文件”统筹布局、协同
实施， 切实推动创建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做到纲举目张。 调研
组在学习这些政策文件基础上，
结合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
相关指标， 设计了居民听得懂、
看得明白的问卷， 在调研过程
中， 同步发放相关宣传资料、悬
挂醒目的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标
语，引导居民关注“文明成都”微
信公众号，对于有意愿当志愿者
的，引导其关注“文明兴蓉”小程
序……“调研的过程本身也是
一个宣传过程， 我们也期望通
过这个过程， 发动更多市民关
注、参与到创建中来。 ”成都市
文明公益大使李向前表示。

截至目前，成都市金牛社
工协会完成了对辖区内 12 个
街道和社区的负责人进行现
场访谈、社区居民填写问卷调
查的调研工作，下一步将对问
卷采用 SPSS 软件进行分析，
最终形成定性定量相结合、图
文并茂的调研报告，并提交党
委、政府相关部门。“提高公众
参与度是多维度的工作，有的
社区建立完善‘责任领导+点
长+志愿者’机制，并提出创新
性宣传方式，如采用 IP 形象吸
引居民关注等建议，我们都将
积极吸纳到最终报告中。 ”成
都市金牛区社会工作协会相
关人员介绍道。 （于俊如）

成都金牛区携手公益大使
调研社区
调动市民共建文明典范城市

近日， 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主办、光明网和《社会保障评论》
编辑部协办的“乡村振兴与共同
富裕大家谈”在线举行，邀请政
界、学界、产业界 11 位专家共聚
一堂，从政策制定、农业农村问
题研究、农村产业发展等角度深
入讨论，共同探寻中国的乡村振
兴与共同富裕之路。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锡文指出，在推进乡
村振兴、 解决当前问题的过程
中，需要重视农村居民的养老问
题和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
镇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
问题。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中国工
程院院士、 华中农业大学原校长
邓秀新重点分享了自己帮助赣南
革命老区、 三峡库区农民依靠种
植柑橘脱贫致富的实践经验，其
他专家学者也从各自领域出发，
畅谈对乡村振兴的观点和建议。

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SSV）
副总裁肖黎明分享了腾讯在助力
乡村振兴领域的一系列探索和实
践。 他指出，腾讯 SSV 看到现阶
段两个问题阻碍了乡村振兴迈进
的步伐，一是产业开发不足，二是
人才资源匮乏， 因此以自身科技
和数字化的能力优势， 助力乡村
在时空关系、 人际关系、 要素组

合、治理方式等多方面发生变化。
一年多来，腾讯 SSV 成体系地深
入乡村进行探索， 通过释放腾讯
的技术和连接能力， 培养乡村人
才构建软件， 善用数字工具筑基
硬件，与政府、社会力量共同探索
美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
成在总结发言中表示， 乡村振兴
将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农
民富裕将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
得进展的最显著标志， 这次会议
对这一重要主题作了一些理论回
应， 而实际成效还取决于更加科
学的系统化政策设计与各界各方
高效协同推进。 （张明敏）

各界专家共议乡村振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