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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基层健康 共筑健康中国

华润健康乡村公益项目二周年总结推进会在京举行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
书长董葵、华润医药集团首席执
行官白晓松、国家卫生健康委基
层卫生健康司二级巡视员鄂啟
顺、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
教育中心主任杨爱平、全国总工
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副部长侯
波、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
兼校长朱卫丰，以及甘肃省舟曲
县副县长李震、山西省壶关县副
县长万晓莉等项目帮扶地领导
嘉宾出席会议并致辞。

董葵总结了两年来项目实
施的经验成果。 她表示，项目聚
焦“五个一”目标，构建了“四级
帮扶”体系，推进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专家队伍不断壮大，培训
体系愈加成熟，课程设计更加精
准，健康宣教创新发展，救灾援
建及时有力，给数以万计乡村百

姓带来了平安和健康。
“公益是一场长跑，我们信

奉并坚持长期主义，找准努力的
方向，做正确的事。 ”白晓松表
示， 华润医药集团多年来秉持

“守护人类健康，提升生命质量”
的崇高使命， 在传统公益捐赠
外，探索建立了广泛适用的可持

续、可复制、可推广的健康公益
模式。

两年多来， 华润健康乡村
公益项目共投入资金 2360 万
元，开展线上课程 291 期，远程
指导 32 次，累计培训基层医生
超过 430 万人次， 援建乡村卫
生室 28 间， 足迹遍及贵州、宁
夏、江西等 13 个省份。 项目搭
建公益平台， 联合国家卫健委
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江
西中医药大学、中组部、全国总
工会等众多公益力量， 共同打
造特色健康帮扶模式， 为基层
培养了一批健康守门人， 取得
了明显的社会成效。 此外，项目
共捐赠价值 805 万元的“润心
健康包 ”， 惠及 25000 余个家
庭。2023 年，华润医药集团拟继
续向中国妇基会捐赠价值 1450
万元的款物， 做深做实华润健
康乡村公益项目。

鄂啟顺指出，华润健康乡村
公益项目是我国基层医生培训

工作的有力补充，希望项目汇集
多方力量，凝聚广泛共识，进一
步助力卫生服务公平性与可及
性的提升，共同夯实乡村振兴的
健康基石，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作出新的贡献。

杨爱平表示，将会继续加大
对项目的支持与合作力度，开展
好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中医适宜技术等专业培训，让基
层长期以来得不到的医学教育
资源“沉下去”，共同为基层补短
板、强弱项。

项目专家组专家中华医学
会全科医学分会顾问顾湲教
授、 清华大学长庚医院全科与
健康医学部部长王仲教授、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建平
教授，分别就“广泛开展村级健
康互助活动的设想与实践”“在
疫情防控后期如何提升基层重
症识别”以及“基层医务人员心
血管疾病诊疗技能提升” 等议
题做了专题演讲。 （李庆 ）

公益资讯INFOS

2023 年 1 月初， 位于广东
东莞樟木头镇的广东观音山国
家森林公园（以下简称 “广东观
音山 ”）郁郁葱葱 ，景色宜人 ，岭
南风光如一幅画卷在游人面前
缓缓打开。正值周末，游人如织，
他们携老带小，享受着在大自然
中畅游的惬意。

广东观音山是国家 4A 级
旅游风景区，森林覆盖率 92%以
上，空气中负氧离子极高 ，是优
良的养生之所。其内繁衍着近千
种野生植物和 300 余种野生动
物， 也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
由于地处粤港澳大湾区中心位
置，港 、深 、莞 、广等核心城市都
在 1 小时经济圈内，深受周围居
民喜爱。 疫情之前，广东观音山
的最高游客量达 150 万人次。

然而在 20 多年前，广东观音
山还只是荒山野岭。 在观音山公
园董事长黄淦波为家乡保护生态
的执念和披星戴月的付出下，现
在的广东观音山变成了粤港澳大
湾区最好的生态保护之地。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句话明确
了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战
略任务，即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黄淦波以企业
家的坚韧和责任感， 走在了时代
前面， 打造了中国首家民营国家
森林公园的生态保护样本。

公益的投资

广东观音山是我国首个民营
国家森林公园。1999年，在东莞樟
木头镇经商的黄淦波， 从樟木头
镇石新村委手中接过了当时因资

金断裂而难以为继的观音山公园
项目， 与石新村签订 50年合同。
2000年， 黄淦波成立东莞市观音
山森林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并担
任观音山公园董事长。

由于经营森林公园进行生态
保护的公益性， 观音山项目投资
回报极低且周期漫长， 黄淦波当
时“投资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公益
事业”遭到诸多亲朋好友的反对。

有前瞻眼光的黄淦波为了
给家乡保护好这方青山绿水，并
没有退缩。 当时，民营资本进入
森林公园建设尚无先例，也无经
验可学习。为了让人们更直观了
解大自然保护和人类生存之间
的意义，唤起人们对生态保护的
意识，2003 年 1 月 11 日， 黄淦
波成立了中国首家古树博物馆，
也是全世界迄今唯一的一座古
树博物馆。这些古树从黄帝时代
到周至清末，不仅是青少年科普
基地，还是气候研究和生态保护
的重要场所。 通过对古树的分
析 ， 科学家获得了广东地区
5000 年来气候变化、 环境变迁
等编年史，还为预测未来气候及
环境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5 年， 广东观音山被原
国家林业局批准命名为广东观
音山国家森林公园，黄淦波呕心
沥血数载，开启民营企业经营国
家森林公园先河。

黄淦波认为，建设森林公园
本身就是一项大型公益事业，不
仅能保护生态环境，带动当地旅
游业发展，还可以促进当地相关
产业繁荣。 为完善基础设施，给
游客提供良好的休闲环境和旅
游深度体验，截至 2021 年，黄淦

波投资超 11 亿元。

心灵栖息地

黄淦波认为自己是一个“半
公益的践行者”。 上世纪 90 年
代，“在一个村子建立一座国家
级森林公园，让当地人有个绿色
心灵栖息之地”的想法无疑是异
想天开。

那个时候，东莞在全国率先
开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打造
东莞模式。 东莞小工厂遍地，机
器轰鸣，大家忙着向机器和效率
要钱，并不关心生态保护，也没
有认识到大自然对身心健康的
重要性。

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去大自然中锻炼身体和呼吸
新鲜空气成了刚需。

经过 24年的不懈努力，广东
观音山从曾经的荒山野岭发展成
为面积达 18平方公里、拥有东莞
市内最大最完整的原始次生林、
园内有近千种野生植物和 300多
种野生动物的名胜景区。 目前，广
东观音山已是集生态观光、 休闲
度假和森林康养于一体的国家森
林公园，2010 年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成为一颗嵌入东莞
工业带的生态文化明珠， 被誉为

“南天圣地 百粤秘境”。 广东观
音山也成为民营资本进入森林公
园保护建设的一个样板。

“广东观音山在一定程度上
为被称为‘文化沙漠’的东莞带
来了文化上的提升。”黄淦波说，
广东观音山已成为一个净化心
灵、陶冶情操、提升综合素质的
舞台，让更多人知道东莞也有丰

富的精神文化。

文化的传承

“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增长
方式的转变” 是黄淦波的目标。
他以“保护优先、适度开发、长久
建设”的发展理念，每年投入大
量人力财力对森林进行保护。植
树造林、除虫防火、对古树名木
建案立册、对珍禽异兽栖息地设
立特别保护区、对水源地圈定保
护……这些行为大大改善了观
音山的生态自然环境。

同时，广东观音山公园开展
了各种活动。 身处东莞制造之
都，让黄淦波意识到文化的重要
性，他希望人们来到公园后意识
到文化与森林保护的关系，用心
打造文化生态旅游。

从 2004年开始，广东观音山
持续举办健康文化节，搭建起“促
进文化进步、倡导健康生活、共建
和谐社会”的交流平台；开展全国
书法艺术展、全国诗歌节等，让人
文和自然景观交相辉映。

通过推动文化品牌和生态
文明建设，黄淦波希望发挥文化
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唤起全
社会的生态与环境意识，更好地
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
的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自接手广东
观音山公园以来，黄淦波还一直
脚踏实地做慈善。 从 2003 年开
始，景区对当地百姓、军人、残疾
人、老年人、警察、医生等免票入
园；同时，黄淦波累计捐款 1000
多万元， 成立观音山励学基金；

“观音山问禅公益文化活动”已
经连续三年深入地震灾区、欠发
达地区捐资捐物……

守护一座青山

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办公室
副主任李青松认为， 广东观音山
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为中国
森林公园以及森林旅游、 生态保
护的运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
是东莞这座“世界工厂”践行生态
文明建设的生力军， 承载着工业
化进程中生态环境的修复功能，
符合现代林业的发展方向。

“民营资本承包集体森体资
源，并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级的森
林公园，应该给予肯定。 希望公
园生态环境的法制建设更加完
善， 并得到有关方面实际的执
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
北京大学战略管理研究所所长
晏智杰说。

“守护一座青山，为后代谋
福利”，年逾 60 的黄淦波初心从
未变过。 正是因为这种坚持，他
才会耗费二十多年心血，将一座

“荒山”打造成为国家森林公园。
广东观音山成为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已经 12 年， 虽有千难
万难，但黄淦波相信随着生态环
境保护法的完善，随着我国法治
进程的加快及市场经济进一步
完善，未来 5 年内通过不断提升
配套设施建设，可将观音山建设
成为 5A级景区。“广东观音山一
定能够挤进中国百大名山之列，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示范基地。 ”黄淦
波坚定地说。 （徐辉）

中国首家民营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保护样本

日前，“关爱基层健康
共筑健康中国———

华润健康乡村公益项目二周
年总结推进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总结了项目两年来取得
的成绩和经验， 致谢推动项
目发展的各界爱心伙伴并发
布了下一步工作重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