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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制药关注“艾滋孤儿”
为艾滋孤儿“义走”筹款

� � 2015 年 6 月 18 日， 上海浦
东世纪公园，连日暴雨的上海迎
来了难得的好天气。 迎着拂面的
清风，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
会会长王玉民、上海罗氏制药总
经理周虹、京沪媒体代表以及近
400 名罗氏中国员工和社会爱心
人士身着白 T 恤衫，为儿童“义
走”。

本次“2015 年儿童义走慈善
活动”， 由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
基金会携手上海罗氏制药共同
举办。 通过“义走”的方式，呼吁
全社会关注“艾滋孤儿”这一特
殊群体，并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伸
出援手。 此次活动所募集的善
款，将全部通过中国预防性病艾
滋病基金会，用于贵州铜仁地区

“艾滋孤儿”的援助项目。

7.8 万名
艾滋致孤儿童亟需关注

“艾滋致孤儿童是一个非常
特殊的群体，由于疾病所带来的
经济负担和社会歧视，他们长期
生活在封闭、 压抑的环境之下，
尤其是在诸如贵州铜仁这样的
偏远地区。 对于这一群体的帮
助，我们不仅需要为这些孩子提
供生活上的资助，我们更需要走
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为他们封闭
的心灵打开一扇门。 ”中国预防
性病艾滋病基金会理事长王玉
民表示，“感谢上海罗氏这样有

爱心的企业持续关注，使贵州铜
仁当地的‘艾滋孤儿’援助工作
得到有力的支持。 我们希望在企
业和社会的共同支持下，更多中
国‘艾滋孤儿’ 的生活得以改
善。 ”

据了解，自 2010 年起，上海
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与中国预防
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展开合作，通
过公司及员工的爱心捐助，资助
贵州铜仁地区因艾滋致孤儿童
的生活和医疗费用。 近年来，罗
氏公司还多次组织员工前往贵
州铜仁当地探访“艾滋孤儿”，给
予物质资助的同时，也送去关怀
和慰问。

“因为罗氏公司有做公益
的愿望，想做点事情，基金会在
铜仁当然也在开展这个项目，
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助。 基金
会是起到桥梁作用， 把企业愿
意做公益的愿望， 把这种积极
性和基金会具体地区的需求结
合起来， 我们从中间搭一个桥
梁。 ”在谈起上海罗氏制药有限
公司与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
金会展开合作的原因时， 王玉
民告诉记者。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
布的数字表明， 目前中国有近
7.8 万名孩子因为艾滋病而失去
了单亲甚至双亲，而这些孤儿的
绝大部分并没有感染艾滋病。 但
由于缺乏亲人照料以及社会对
艾滋病群体后代的歧视，这些孩

子的生活与成长存在诸多困难。
据了解，目前中国政府通过

相关政策的制定落实，为艾滋致
孤的儿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金，并为孤儿监护抚养人给予一
定补贴。 未来，在“艾滋孤儿”生
存获得保障的基础上，如何为该
群体的发展提供平等的环境将
成关键。

“关注弱势最底层
是公益最高境界”

在贵州铜仁地区有 250 多
名“艾滋孤儿”需要救助，这些
“艾滋孤儿” 都长期生活在贫困
线以下。 据王玉民介绍，因为受
经费限制， 基金会在 2014 年虽
然已经救助 161 人，但距离实际
所需还是有差距的。 目前，基金
会主要是从生活、学习和医疗这
三方面给予“艾滋孤儿”帮助。

“艾滋孤儿”的问题也是社
会问题———要摆脱贫困，人们只
能走出去，选择外出打工。“艾滋
孤儿” 会产生诸多的心理问题，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王玉民
认为，可以培养乡村医生为心理
医生，也可以动员社会人士的爱
心，能够协助共同改善农村儿童
的环境，包括学习环境和娱乐环
境。

“罗氏制药除了捐钱之外，
还捐助电脑，孩子们通过在电脑
上学习知识，也可以开展娱乐活
动。 而每年罗氏公司的员工都会
到救助点跟孩子互动，这是很好
的心灵疏导方式。 ”王玉民说，只
有动员社会力量，让更多的人关
注他们，彻底改善他们生活的基
础条件，才能达到最终的救助效
果。

对于和罗氏公司的合作情
况，王玉民表示满意，他说：“合
作是非常好的，我的期望就是动
员罗氏公司的员工和领导能够

给予‘艾滋孤儿’更多的关注。 ”
王玉民还表示希望通过这种活
动，能够动员员工增强做公益的
责任心，动员这些爱心企业能够
回馈社会，增加社会责任，能够
更多捐赠善款。

王玉民也坦白告诉记者现
在基金会做艾滋病救助所面临
的困境，他介绍道：“实际上做艾
滋病救助工作是非常非常难的，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公益，但是
更愿意做比如打工子弟的助学
等，因为说到艾滋病这一块就觉
得没那么阳光，而打工子弟们的
家庭是比较健康的，企业就愿意
去做。 做艾滋病孤儿救助的工作
动员起来比较难。 ”

“我总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
就是要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要把我们的救助工作做到
弱势群体的最底层，才是我们做
公益的最高境界。 ”王玉民对于
罗氏公司能够将艾滋领域作为
重点关注的领域这种做法表示
了敬佩。

践行在中国长期发展承诺

作为一名母亲，上海罗氏制
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虹对于企
业参与这个活动有更多的感慨。
她说：“长期以来，罗氏一直关注
企业社会责任，并把回馈社会作
为企业核心理念。 儿童义走是罗
氏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公益项
目之一，旨在呼吁全体员工通过
义走的方式，募集善款，帮助‘艾
滋孤儿’们走出困境，走向未来。
该项目在全球范围的开展也体
现了罗氏一直致力于公益慈善
事业的坚定信念。 ”

周虹表示，支持公益项目不
只是公司的行为，也聚集着每一
位罗氏员工发自内心的力量。

“我们倡导员工积极参与这样的

爱心行动， 并影响更多身边的
人，共同关注和关爱‘艾滋孤儿’
这一特殊群体。 ”她说。

自 2003 年起，全球的罗氏员
工通过参与儿童义走活动，持续
为需要帮助的孩子筹措善款，这
一慈善活动在每年的 6 月 16 日
（国际非洲儿童日）举办。 罗氏员
工通过一天的活动募集善款，同
时，公司也将匹配相同金额进行
捐赠。 所有善款将用于儿童各类
技能培养，帮助他们可以独立地
适应社会生活。 （徐辉）

罗 氏 总 部 位 于 瑞 士 巴 塞
尔 ， 是一家以研发为基础的全
球健康医疗公司 ， 拥有全球领
先的制药和诊断业务 。 作为全
球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 ， 罗氏
在抗肿瘤 、免疫 、抗感染 、眼科
和中枢神经系统等领域拥有一
流的差异化药物 。 罗氏成立于
1896 年 ， 一个多世纪以来为全
球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
在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
中 ， 有 24 个罗氏开发的药品 ，
包括用以挽救生命的抗生素 、
抗疟药和化疗药物 。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成
立于 1994 年，是抗肿瘤、抗病毒、
移植等关键领域的市场领导者。
罗氏中国正向着成为罗氏全球
第三个战略中心的目标迈进，以
实际行动践行在中国长期发展
的承诺。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是众多优秀企业公民的典范之
一，积极参与各种企业社会责任
活动，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仅
在 2014 年， 向云南地震灾区捐
赠现金及药品 ， 价值 200 万元 ；
2013 年，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药
品，价值近 150 万元；2010 年，向
青海地震灾区捐赠现金及药品，
价值近 1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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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虹与贵州儿童义走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虹致辞

� � 贵州儿童向周虹与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王玉民赠
送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