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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承载着未来， 蕴育着
希望。 2017 年 5 月 31 日，在六
一儿童节前夕，由全国妇联、国
家信息中心指导， 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 北斗航天卫星应用
科技集团联合发起的“北斗关
爱新行动”———关爱留守儿童
公益项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
式启动。

全国妇联副主席、 书记处
书记邓丽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她说：“‘北斗关爱新行动’公益
项目将承载着党和政府的亲切
关怀、承载着各爱心企业、爱心
单位的深情关爱， 为广大农村
留守儿童送上一份‘六一’礼
物。 这既是深入服务基层、服务
妇女儿童的重要实践载体，也
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
院关于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服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创新
举措和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的实际行动。 ”

据主办方介绍，“北斗关爱
新行动”———关爱留守儿童公
益项目是运用新技术、 新思
路、新手段，丰富发展儿童慈
善项目资助服务体系，对儿童

特别是留守儿童问题进行精
准分析，进而精准决策、精准
关爱的探索和实践。 项目将提
供四个层面的公益服务，一是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核心技术，
构建国家级留守儿童关爱大
数据平台， 提供安全防护、预
警应急、公益救助、健康监测、
医疗援助等综合服务，达到社
会公益资源共享共通。 二是捐
赠“留守儿童安全礼包”。 礼包

配置有用于儿童定位的“彩虹
豆”（或定位手表）、 儿童反光
交通安全书包等物品。 三是捐
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中心”，
为孩子们建立学习安全知识、
科普知识和卫生健康知识等
多功能的关爱服务阵地。 四是
开展走近留守儿童、主题夏令
营等活动，不断搭建社会广泛
参与平台。

（张慧婧）

6 月 1 日儿童节，NU SKIN
如新为四川的孩子们带来了节
日礼物。 四川大学 NU SKIN 如
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慈善救
治项目在四川启动，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春
雷、共青团四川省省委副书记张
荣、四川大学校长助理郭勇、NU
SKIN 如新大中华区域总裁姜惠
琳等领导，出席了启动仪式。

仪式上， 如新大中华区域总
裁姜惠琳代表如新中华儿童心脏
病基金向四川青基会秘书长蒋英
递交捐赠支票， 承诺在未来十年
向四川青基会捐赠 1000 万元人
民币， 开展先天性心脏病救助项
目。姜惠琳总裁表示：如新集团始
终践行善的力量使命， 帮助更多
的先心病患儿获得新生， 将社会
长期负担转化为未来的贡献力
量，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四川每年新增 1.4 万名
先心病患儿

先天性心脏病可以简称为“先
心病”， 是胚胎时期心脏及血管发
育异常所致的心血管畸形，是导致
婴儿死亡的重要原因。

四川是我国先天性心脏病的
高发地区，其中很大一部分患儿来
自贫困家庭，而先心病所需的高昂
费用， 让大部分贫困家庭举步维
艰，甚至放弃了做手术的机会。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为了更

好地传播善的力量，如新中华儿童
心脏病基金落子四川，捐款千万。

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
九年筹款 8800 万

NU SKIN 如新中华儿童心
脏病基金成立于 2008 年， 截至
2017年 4月底， 基金已成功救治
超过 6200名先心病患儿。

企业做公益，最难的是持之以
恒，自从成立以来，NU SKIN如新
持续不断加大对基金的投入。 NU
SKIN中国市场营销副总裁盛子人
表示：“虽然我们一开始就计划 10
年帮助筹集 1000万元善款， 然而
我们不断努力，我们在九年内就帮
助筹集超过了 8800万元！”她还表
示，希望明年完成原目标的 10倍，
也就是 10年破 1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更多人
来关注先天性心脏病救助项目，在
去年， 如新还邀请了宁泽涛成为

“NU SKIN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
基金”青春公益大使。 今年 3月 25
日在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理
事全会上， 宁泽涛以个人名义向
NU SKIN 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
基金捐赠 30台手术费。

善的力量在四川
创造更多微笑

NU SKIN 如新于 1984 年
创立于美国犹他州普罗沃市，并

于 1996 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业务遍及亚洲、美洲、欧
洲地区等全球近 50 个市场，是
全球性个人保养品和营养补充
品行业的领先企业之一。

NU SKIN 如新扎根中国 14
年来，始终秉承集团创立之初凝
聚更多“善的力量”的使命，以守
护并实现万千人的梦想为经营
动力。 除了儿童心脏病基金，如
新在中国的公益项目还包括了
“蜜儿餐” 项目、 如新小学等。
NU SKIN 如新分别在 2008 年、
2011 年、2012 年和 2016 年四度
获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颁发的“中华慈善奖”。

捐款 1000万元

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落地四川

近日，“我·爱我 女性健康
工程 健康巴士中国行” 启程仪
式在中国郑州举行，标志着“我·
爱我 女性健康工程”全新升级，

“乳腺健康筛查巴士———中国
行”将正式启程惠及大江南北的
万千女性。 此次活动由中脉公益
基金会、中脉科技美体事业部等
多方机构共同参与举办。

据了解， 此活动将 4 辆定制
的高端移动乳腺筛查车以移动筛
查为目的， 从郑州启程分别行进
东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地区，协
同开展女性乳腺健康筛查活动。
以点成线，连线扩面的形式，让公
益服务更广泛、更便利、更有效的
服务社会大众。 现车载配备先进
的乳腺健康筛查仪器， 旨在将原
有的筛查服务从固定的医院、体
验机构带到社区， 同期车辆内更
独立设置乳腺健康知识学习室，
通过科普教育的视听手段宣传乳
腺健康防护知识， 可谓上的是流
动筛查、教学科普一应俱全。

中脉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
周健在提及中脉公益基金会致
力于“一老一小一发展”三大社
会救助领域中强调：帮助弱势老
人、 贫困儿童享受公平的教育、
养老、医疗、安全和社会关怀一
直是中脉基金会致力推动的工

作方向。 2016 年发起的“我·爱我
女性健康工程” 是中脉科技美

体事业部为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共筑公益正能量，向中脉公益基
金会捐赠并设立的公益项目。 项
目将为期 8 年， 投入 1 亿元资
金， 持续开展女性健康惠民工
程，为国人的女性健康公益事业
奉上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

中脉基金会理事、中脉科技
美体事业部业务总裁邱伟杰对
于乳腺健康筛查车未来的普及
和发展充满了信心。

“我·爱我 女性健康工程”是
2016年 5月 25日，由中脉科技美
体事业部联合中脉公益基金会等
多方机构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
发起的。 该公益项目含括乳腺疾
病知识普及、筛查、救助等内容。
期间举办公益巡讲普及乳腺关爱
自护知识， 同期推动乳腺疾病大
众筛查， 并设立乳腺癌救助关爱
基金等多项公益举措。

截至目前，中脉公益基金会已
成功运作包括“朝阳计划———青少
年健康守护行动”、“中脉青少年安
全守护行动”、“我·爱我 女性健康
工程”、“家基金”、“慈孝行”以及应
急救灾等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品牌
公益项目，为促进中国公益事业长
足进步尽献绵力。 （徐辉）

中脉“健康巴士中国行”关爱女性健康北斗航天联合中国儿基会推出
首个留守儿童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

与会领导同志向留守流动儿童代表赠送“儿童安全礼包”

� � � � 《公益时报》：NU SKIN 如
新着手开展儿童先心病救助是
如何进行前期调研的？ 为什么会
选择这个项目？

姜惠琳： 其实 NU SKIN 如
新开展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救助的
项目， 最早源起于我们的管理团
队还在东南亚的时候。 当时我是
NU SKIN 如新新加坡、 马来西
亚、 文莱的总裁， 我们发现菲律
宾、缅甸、泰国等国家偏远地方的
很多小朋友有先天性心脏病的问
题。 从一位致力于进行先心病慈
善救助的泰国医生那里了解到，
先天性心脏病如果做在早期进行

手术，让患儿得到很好的治疗，其
实多数不是复杂性的先天性心脏
病会有 90%以上的完全治愈率，
也就是说小朋友在接受治疗以
后，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因
此我们选择开展这个项目。

《公益时报 》：我们关注到 ，
NU SKIN 如新在儿童关爱方面
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受饥儿滋养
计划、如新小学、孤儿保险等。 那
么 NU SKIN 如新为什么关注儿
童公益慈善领域呢？

姜惠琳：从我们的公司总部
开始，就有“善的力量”的企业文

化，善的力量的宗旨，就是关注
环境，以及关爱儿童。 这些议题，
都是对我们社会、以及地球的未
来有深远影响性的。 帮助一个小
朋友，或者一个青少年更好的发
展，不但能让这个孩子有很好的
未来，当他长大后也会变成一个
“善的力量”， 会愿意去付出、去
帮助别人。 那么这个社会就形成
了一个善的循环，就会变得更美
好了。 所以这是我们 NU SKIN
如新的理念，希望通过关爱孩子
去影响他们，在未来他们对社会
的贡献和回报会给我们更多的
正面的力量。 （辜哲）

如新大中华总裁姜惠琳：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采访
实录

NU SKIN如新大中华区域总裁姜惠琳为病房患儿赠送项目爱心小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