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8月 10日，参加现代
汽车集团 2016“内蒙古治沙”活动
近 300名志愿者从北京动身，赶赴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宝绍岱
诺尔开展沙漠治理工作，这些志愿
者包括中韩大学生、NGO 专家、
媒体及现代汽车集团员工等。进入
中国十几年的现代汽车集团，用九
年时间为中国的荒漠化治理工作
做出了突出贡献， 并通过全面的

“环保经营” 战略为当地生态文明
建设做出积极努力。

地处中国北疆的内蒙古自
治区多年来受“地球癌症”的困
扰。 最新监测结果显示， 截至
2014 年，内蒙古荒漠化土地面积
超 60 万平方公里， 占自治区国
土总面积的 51.5%， 占全国荒漠
化土地面积的 23.3%。 对于内蒙
古荒漠化治理这块“难啃的骨
头”，现代汽车集团从 2008 年起
便与韩国“生态和平亚洲”及内
蒙古地方政府一起，在查干诺尔
干湖盆开展生态治理项目，由此
拉开了“内蒙古治沙”的序幕。

在当前的荒漠化综合防治
机制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必不可
少，现代汽车集团以多年来的持
续努力在荒漠化防治工作中做
出了杰出贡献。

2008~2013年间，第一期内蒙
古查干诺尔盐碱干湖盆治理项目

以现代汽车生态园为基地，直接投
资 1191万元，吸引了超过 2000名
志愿者前往查干诺尔湖，协助当地
环保人士参与荒漠化治理，为草原
腹地铺上 5000多万平方米的一年
生碱蓬、芨芨草等固沙植被，使查
干诺尔湖成为全球范围内草地恢
复面积最大的单个地区。

2014 年，现代汽车集团紧接
着启动了“正蓝旗宝绍岱诺尔盐
碱干湖盆治理”新一轮五年治理
工程，第二期项目计划直接投资
1545 万元， 到 2018 年完成近
4000 万平方米的植被种植。

从 2008 年至今， 现代汽车
集团始终践行着内蒙古治沙公
益项目，坚持以自然之力恢复自
然，尊重当地生态文化、重视当
地政府和牧民的力量，始终不忘
对全社会的绿色承诺。 现代汽车
集团“内蒙古盐碱干湖盆治理”
项目成功入选“2014~2015 中国
50 强公益品牌”， 而现代汽车集
团在“2015 年度中国企业社会发
展指数”排名中位居 100 强外资
企业第四位，外资汽车类企业第
一位。 现代汽车集团在世界上第
一个具备了从铁水到汽车的资
源循环型企业结构，始终坚持绿
色经济思维，通过系统化的环保
经营，将绿色环保事业作为未来
成长的新动力。 （张明敏）

现代汽车连续九年治理内蒙荒漠

2016 年 8 月 18 日，“万人
计划之童星联动·传递光明”大
型公益活动在北京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由央视著名少儿节目
主持人“青蛙王子”刘波携手中
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以下简称儿慈会）“《读者》光
明行动”项目共同发起。 活动希
望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优质复合
型音乐剧青少年人才， 打造集
培训、排练、甄选、演出、公益为
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据了解，
每一位参与培训活动的小学员
都将拿出部分学费作为善款，
捐赠给贫困弱视儿童， 作为治
疗眼疾的医疗费用。

此次活动中有两位来自新
疆贫困家庭的弱视儿童， 他们
于今年 7 月接受了儿慈会“《读

者》光明行动”的救助，在接受
免费治疗后矫正视力达到了
1.0 的标准水平。 对于发起此次
公益活动的初衷， 刘波表示：
“‘万人计划之童星联动·传递
光明’ 公益活动旨在提升中国
少年儿童在舞台剧上的专业能
力， 为中国舞台剧艺术储备人
才。 我希望在提升儿童艺术能
力的同时也带动儿童的公益
心，让孩子们学会关爱他人，从
小知道感恩和帮助他人， 也希
望我们教育出的小学员有一份
社会责任心。 因此，在深入了解
儿慈会‘《读者》光明行动’这个
公益项目后， 我决定开启这次
艺术与公益结合的活动。 ”

目前， 我国约有 1200 万名
弱视儿童， 其中贫困弱视儿童

约有 400 万， 每年的发病率为
3%至 5%。 为了帮助这些贫困弱
视儿童，2013 年 6 月 5 日，由儿
慈会、《读者》 杂志社和北京光
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共同发起
的“《读者》光明行动”正式启
动，对 12 岁以下贫困家庭的弱
视儿童进行治疗。 该项目充分
发挥了公益组织、 媒体和医院
三方的优势，实现了资源互补，
从而解决贫困家庭弱视儿童问
题，给孩子们一个清晰的世界、
一个光明的未来。

现场， 儿慈会副秘书长徐
惠芳与刘波共同签署了“万人
计划之童星联动·传递光明”专
项公益活动战略合作协议，并
授予刘波“《读者》光明行动”爱
心大使荣誉称号。 （皮磊）

“万人计划之童星联动·传递光明”
公益活动在京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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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菜公益基金举行爱心捐赠
呼吁全社会关注留守儿童
� � 今年 7 月，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最美菜公益基金启动了“小候
鸟关爱计划”， 关注那些在暑假
期间来京与父母团聚的留守儿
童。 再过不久，假期即将结束，这
些小候鸟也要启程返乡，重新开
始留守生活。 8 月 15 日，最美菜
公益基金在京举行了首批最美
包裹捐赠活动，希望借此弥补小
候鸟们留守生活中缺乏父母陪
伴的缺憾， 对其多层面教育辅
导，促其心灵及身体健康成长。

此次爱心捐赠汇聚了北京
公益摄影协会、美菜网、女童保
护基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多
方机构，所捐赠的包裹实质上是
一份心灵守护套装，主要包含五
大内容 ： 一双发现美好的眼
睛———北京公益摄影协会为即
将开学返乡的 20 名留守儿童每
人捐赠一台相机；一堂记录心境
的课程———北京公益摄影协会

的摄影家们教孩子们如何通过
镜头描绘他们自己的世界；一份
贴心温暖的陪伴———来自美菜
网志愿者一对一的慰问守护，关
爱孩子们心灵成长；一份安全守
护的礼物———来自女童保护基
金的一堂防性侵课程，给孩子们
一个灿烂美好的童年；一份自救
他救的技能———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的逃生急救演练，带给孩子
们一个安心的成长环境。

最美菜公益基金管委会主
任李洪洋表示，帮扶农村留守儿
童应该是对其成长过程进行关
怀和教育，特别是引导其心理健
康成长， 加强其自我保护意识。

“因此， 最美包裹中包含对留守
儿童心理指导、安全保护、自救
他救等内容。 最美菜公益基金未
来还将结合国家政策，为孩子们
提供更加完善的陪护和帮扶。 ”

“孩子马上要回去上学了，

半年又不能见着他了，不能参与
到孩子的成长，不知道他在想什
么，感到很无奈心酸。 ”9 岁小候
鸟李先斌的爸爸说，有了这个相
机就可以看到孩子眼里的世界，
觉得有些欣慰。

据介绍，北京公益摄影协会将
利用遍布全国的会员网络，对留守
儿童一对一进行定期摄影培训。最
美菜公益基金也将联合北京公益
摄影协会， 召集爱好摄影的志愿
者，定期收集远在异乡的孩子们拍
摄的照片，编辑整理后在媒体以及
国内外影展上发布，让更多人了解
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最美菜公益
基金将从这些小候鸟所在的学
校中选取留守儿童比例较高的
学校，捐建最美教室，通过铺设
网络和捐建电脑等硬件设施，实
现父母对小候鸟的“空中陪伴”。
据了解，最美菜公益基金援建的

第一间最美教室位于山东省德
州市夏津县新盛店镇蔡庄小学。
该校留守儿童比例将近一半，一
年没见过父母的孩子占留守儿
童的 60%。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

理事长孙硕鹏表示，希望通过此
次捐赠最美包裹活动，号召更多
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汇聚更多的
爱心来帮扶农村留守儿童，使其
健康成长，从而改变这个群体的
生存现状。 （皮磊）

� � “每 10 万人中，男性癌症
发病率为 77.94 人； 每 10 万人
中女性癌症发病率为 64.63
人。 ”据 2015 年北京市癌症数
据发布显示， 我国肺癌发病率
处在快速上升期， 而肺部小结
节标本取样活检成为早期发现
治疗肺癌的关键。

2016 年 8 月 19 日，“中国
宋庆龄基金会呼吸疾病临床研
究公益基金” 肺小结节规范化
活检研修班在北京开班， 邀请
了该领域国内知名专家围绕肺
部小标本取样的新理论新技术
科研方向、 未来发展方向及实
践等多方面开展互动交流，通
过小标本取样实践课程提高活
检动手操作能力。

当天，中日友好医院、南京

军区总医院、阿斯利康、奥林巴
斯、 鹍远基金等单位近百位相
关领域人士参加研修。

据悉， 研修班还将于 8 月
至 12 月间陆续在上海、 广州、
南京等地举行， 旨在推动中国
肺癌规范化诊治体系建立，规
范肺部小标本取样的送检流
程， 通过提高对肺部小标本取
样活检的意识和对肺部小标本
取样的操作技能， 推动我国肺
癌早诊早治的发展。

2015 年 10 月 21 日， 在中
国工程院院士、 中日友好医院
院长王辰教授的倡导下，“中国
宋庆龄基金会呼吸疾病临床研
究公益基金”在北京成立，首批
募集北京大学等机构和企业捐
赠 300 万元人民币。

王辰指出， 呼吸疾病在中
国为常见病、 多发病， 危害严
重。 现阶段中国呼吸疾病防治
方面的研究资金支持薄弱，防
治能力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发
病形势， 希望通过动员社会力
量，促进呼吸疾病临床研究，提
升防治水平。

该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呼吸
疾病防治领域的临床研究项
目， 包括呼吸系统疾病的流行
病学研究、 循环医学证据评价
与指南应用推广、 临床规范化
诊疗体系示范应用， 开展国内
外合作与交流，鼓励青年医生、
学者开展临床研究， 设立呼吸
疾病临床研究奖励基金等社会
公益项目。

（张明敏）

宋庆龄基金会推动肺癌早期治疗

志愿者在学习荒漠化治理知识

志愿者教孩子们使用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