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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插柳，端午悬艾”。 插
艾是端午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家
家都洒扫庭除， 以艾条插于门
眉，悬于堂中。

艾草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象
征，还是一味重要的药材，能够
驱寒祛湿、通经活血、补充元气，
被广泛应用于艾灸等方面。 随着
社会的发展，艾草不仅是节庆可
见，已经走入日常生活，走向国
际，并由此带动了艾草产地的脱
贫攻坚工作。

5 月 26 日至 28 日，首届世
界艾草产业大会在蕲春举办，
来自美国、非洲、马来西亚、乌
克兰等多个国家的共计 2000
余名嘉宾与会。 艾产业已经成
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
业，据统计，目前蕲春全县涉足
蕲艾的贫困户达 1.2 万余户近
4 万人。

此次产业大会由世界中医
药学会联合会主办、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支持，北京大医堂集团和
蕲春县蕲艾产业协会联合承办。
来自国内外中医药历史文化研
究者、外交使节、汉学家、医药学
者聚集一堂，探讨如何让中医药
传统文化服务“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造福全世界人民。

“大会将为全球艾草产业提
供一个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
推动艾草产业国际化发展。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
副司长吴振斗表示。

据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艾灸保健推广委员会会长纪凯
介绍，世界艾草产业大会将紧紧
聚焦于“一带一路”中医药发展
的战略机遇与合作机会，紧密围
绕“艾草产业服务贸易平台的搭
建”“艾草种植基地健康旅游发
展”“特色艾草原产地产品保护”

“艾草品种等级评定”“区域艾草
生态文化构建”和“艾草功能价
值的挖掘利用”等六大功能性艾
草主题， 推动艾草产业链升级，
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艾草产业的发展使艾草产
地的扶贫工作有了新的突破。

蕲春地处湖北东部，大别山
南麓，长江中游北岸，是明代伟
大医药学家李时珍故乡，是艾草
的重要产地。 黄冈市委常委、蕲
春县委书记赵少莲表示，该县把

蕲艾产业发展作为县域经济转
型升级的引爆点，2016 年艾行业
年产值达 20 亿元人民币， 已成
为蕲春的支柱产业。

蕲春有关部门为农民种艾
细算了一笔账： 种粮每亩产粮
500 余公斤， 收入不到 2000 元，
而种艾每亩收益可达 4000 元，
且一种管 3 年，成本低，投入少。

“蕲艾行情好，许多贫困户
纷纷以土地入股和进基地打工
的形式挣钱， 大大提高了收入
水平。 ”张塝镇党委书记丁珍桃
表示。

从 2013 年开始， 蕲春县着
力围绕蕲艾做文章。 开展“精准
扶贫”工作，对接一万多贫困户，
围绕蕲艾开发，形成种植、产收、
加工、销售、养生等一整条产业
链， 并且县政府每年拿出 5000
万元，扶持蕲艾企业发展。

该县扶贫攻坚指挥部把蕲
艾产业作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支
柱产业， 制定了全县每年新增 3
万亩蕲艾种植的发展计划。 到目
前全县蕲艾种植面积发展到 35
万亩，从业人员 2 万余人。

蕲春县蕲艾产业协会在其
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协会以共
同塑造蕲艾品牌成为主攻方向，

逐步构建整个蕲艾企业诚信体
系，引导贫困农民通过艾草种植
脱贫致富。

在该县“百企帮百村，脱贫
奔小康”行动中，协会积极实施
龙头企业带动工程、专业合作组
织工程和创业就业促进工程，经
驻边街村帮扶单位联系和协调，
与边街村达成“蕲艾来料加工脱
贫项目”协议。

对于世界艾草产业大会的
召开，蕲春蕲艾产业协会会长田
群表示：“我们希望本届世界艾
草产业大会能够成为一个引爆
点，搭建起政府、专家、企业三方
合作平台，探索出一套完整的艾
草产业园区生态体系和种植运
营模式，真正创建一套既能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 又符合绿色、环
保理念的县域经济发展体系。 ”

为进一步推动艾草产业发
挥脱贫攻坚作用，纪凯呼吁：“各
地要出台政策，保护本地原生艾
草；加大对艾草种植企业的土地
扭转支持，对荒地进行艾草种植
开发的给予特别奖励；对艾草生
产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和免息贷
款支持。 优先给予艾草种植企业
国家农业、旅游、中药材等多级
补贴。 ” （王勇）

小习惯、大教育

甘肃华池山村幼儿园洗手项目成效显著

艾产业助力精准扶贫
首届世界艾草产业大会在蕲春举办

“洗手是小习惯、大教育，是
从日常的习惯入手，培养孩子们
保护自己、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
途径，对孩子们未来的发展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携
手联合利华共同开展的“山村幼
儿园洗手项目” 即将完成，2017
年 6 月 3 日，项目专家、华东师
范大学心理学幼儿教育领域专
家周念丽教授前往项目地甘肃
省华池县，为山村幼儿园志愿者
教师开展专业课程辅导，并探访
了三所当地山村幼儿园，实地了
解项目实施情况。

据了解，“山村幼儿园洗手
项目”基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实施的“山村幼儿园计划”，于
2016 年 5 月开始在甘肃省华池
县进行试点。 项目旨在将正确的
洗手习惯融入“食育”教育的概
念，进而提升我国儿童健康行为
习惯的养成。 这一行动也是联合
利华旗下品牌卫宝践行可持续
行动计划、倡导“小行动 大不
同”的重要实践案例。

目前，针对儿童的健康教育
仍是传统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教
育中的一个短板。 有数据显示，
现阶段我国 55 岁至 70 岁的人
口中， 未接受过教育者高达
39.7%， 而受文化素质及自身能
力的限制，这部分群体对学龄前
留守儿童“重养轻教”。 尤其是照
顾留守儿童的农村老人，他们的

卫生习惯还有待培养，卫生知识
的欠缺和安全意识的淡薄也不
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
2020 年）》提出，要加强对儿童的
健康指导和干预，帮助儿童养成
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另外，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也
将健康教育纳入了国民教育体
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
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山村幼儿园洗手项目”或
许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和开端。 在
“山村幼儿园计划” 的基础上，
2016 年 5 月，周念丽教授为甘肃
省华池县的山村幼儿园志愿者
教师进行了相关培训；2016 年 11
月，山村幼儿园教师到上海接受

了系统的洗手课程培训；2016 年
11 月至 12 月， 项目对华池县与
通渭县（对照组）进行了前测，前
测内容包括测试幼儿的行为和
认知， 测蛲虫以及测蛔虫等情
况。 前测结果及此次走访的测评
报告都将在今年 8 月份的结项
报告中公布。

华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贺培启表示：“洗手课程的开展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孩子们养
成了洗手的良好习惯，为华池县
的学前教育也带来了积极的影
响。 而在所有的教育环节当中，
每一个细节都是教育。 ”据贺培
启介绍，华池县把洗手课程纳入
了山村幼儿园的考核当中，对包
括幼儿园毛巾、香皂的使用以及

孩子们习惯养成等方面进行评
价，同时把评价结果作为志愿者
教师绩效工资发放的一个依据。

结合教育部《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的要求，周念丽
教授及其团队编写了一套符合
学前儿童教育特点的教材，这也
是国内首创的针对食育领域的
系统的学前儿童教材。 教材通过
围兜剧场、纸片剧场、布偶等教
学工具，更好地让儿童接受健康
饮食、健康卫生习惯。 而教材的
开发，也结合了联合利华旗下全
球第一除菌品牌———卫宝的公
益理念。

据介绍， 卫宝一直关注儿童
健康成长， 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先后发起了“卫宝健康举手行动”

“21天洗手课程”等公益项目。 此
次卫宝也加入到“食育” 的行列
中，希望加强人们对洗手的重视，
在通过“食育”所创造的教育情景
下，帮助儿童在“吃”和“洗手”之
间建立直接联系， 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改善病从口入的现象。

联合利华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项目的开展也符合联合利华
的可持续行动计划，即在实现业
务增长的同时，减少因发展而产
生的环境问题，并产生积极的社
会影响。 在改善健康和生活状况
方面， 联合利华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帮助超过 10 亿人改善健
康卫生状况，而“山村幼儿园洗
手项目”正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
一。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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