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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残疾人

BHG Care社区关爱在行动
2017 年 12 月 29 日，BHG

Mall 北京华联购物中心联合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助
残公益行动在朝阳区展开。 当
天，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北
京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北京市朝
阳区残疾人联合会的领导及
BHG Mall 北京华联购物中心的
志愿者们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残
疾人职业康复中心，慰问贫困残
疾人士， 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
为他们送上真挚的祝福。

捐赠现场，BHG Mall 北京
华联购物中心向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递送捐赠牌匾。 预计该助残
公益行动将惠及周边社区 1000
个残疾人家庭， 在年关之前，为
他们送上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与此同时，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也向 BHG Mall 北京华联购物
中心回赠了捐献证书， 以嘉奖
BHG Mall 北京华联购物中心的
企业担当、为贫困残疾人士付出
的贡献。

贫困残疾人士是最需要社
会关爱的群体。据中国残联最新

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各类残
疾人总数已达到 8500 万， 其中
仍有 1500 万以上残疾人生活在
国家级贫困线以下，占贫困人口
总数的 12%以上。他们生活在社
会的边缘，就业、住房、婚姻、就
医、社交等都是限制他们向上发
展的种种因素。从人道主义的角
度而言，身体的缺陷不应该成为
他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掣肘
核心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
日举行的 2013-2022 年亚太残
疾人十年中期审查高级别政府
间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
幕贺信中就提到，将进一步发展
残疾人事业，促进残疾人全面发
展和共同富裕。

基于此种理念，BHG Mall
北京华联购物中心联合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助残公
益活动，也是旨在除了尽企业的
绵薄之力以外，号召、呼吁更多
人关注贫困残疾人的生活，搭建
最宽泛的公益平台， 以一人之
力、众人之志为他们构筑起最后
一道保护网，使其在资源匮乏之
余，不至于饥馑，在困顿之余，不

至于流落街头。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企业

加入公益的行列， 他们发挥自
身资源及社群覆盖的优势，改
善周边社区人们的生活。 BHG
Mall 北京华联购物中心就是其
中的一个例子，作为“社区好邻
居”的它，对周边的居民来说，
不再是个冷冰冰的购物场所，
现在它正融入社区的方方面
面。 这里不仅是购物中心，也是
生活中心，举办有多重健康、运
动、亲子类活动，和社区打成一
片。 这一次 BHG Mall 北京华
联购物中心的助残行动走得更
远， 它所关注的对象不只是位
于社区中心的中产阶级， 还有
处于社区边缘的贫困残疾人
士。

2015 年，BHG Mall 北京华
联购物中心举行了主题为“纪念
长征 80 周年”、“社区联欢会”、
“社区爱心义诊” 等公益活动达
12 次；2016 年，BHG Mall 北京
华联购物中心全面启动服务与
生活对接模式，对购物中心周边
的孤寡老人、社区党员进行捐赠

慰问送去了关爱；2017 年，BHG
Mall 北京华联购物中心发起了
“灵感骑士 bike to shop”全国骑
行活动，喊出“每一次环保力量
就是我们的骑士精神” 的口号，
呼吁大家绿色出行，“爱我们城
市，善待我们的天空”。

对此， 业界专家称 ，BHG
Mall 北京华联购物中心的此类
社区行动，更是多赢之举，有这

样的大型企业加入助残公益活
动， 在社会上可以产生更大的
号召作用 。 同时， 凭借 BHG
Mall 的社区优势， 又可以让公
益 行 动 更 接 地 气 。 而 对 于
BHG Mall 北京华联购物中心
来说， 社区公益行动也是一个
加分项，让 Mall 变得更有温度、
更有人情味。

（管乐欣）

科学爱胃知识 暖冬“胃爱”传递
———2017奥林巴斯“胃爱公开课”活动圆满收官

专业讲座
“胃爱”聆听解惑

此次“胃爱公开课”的每场
活动中， 奥林巴斯都邀请了当
地著名的肠胃健康专家， 通过
讲座的形式，在“专业课”上为
到场观众们科普专业的肠胃健
康知识。 专家们还鼓励观众定
期做内窥镜检查，“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肠胃疾病，保障
身体健康。同时，针对大众恐惧
内窥镜检查的问题， 专家们特
别介绍了内窥镜的检查流程和
重要性， 提高了他们对内窥镜
检查的重视。

互动课堂
开启爱胃行动

每次活动现场， 奥林巴斯

都会展出专业的医疗内窥镜设
备， 并由工作人员介绍其工作
原理和流程， 提供给观众们近
距离接触、 了解内窥镜设备的
机会， 工作人员们还积极解答
观众的疑问， 使观众们对内窥
镜有了全方位的了解。“体育
课”上，观众还跟随工作人员学
习了可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肠
胃保健操， 促进肠胃活动和气
血流通，保障肠胃健康。

公益之路
前行永不止步

此次“胃爱公开课”是奥
林巴斯品牌公益活动———“爱
胃月”的又一次惊喜亮相。 从
2010 年起， 奥林巴斯倡议将
每年 10 月定为“爱胃月”，并
通过多样的活动传播“早发
现，早诊断 ，早治疗”的“三
早”理念。 从健康讲堂到爱胃
骑行和“三早”小镇，每年的

“爱胃月” 活动都推陈出新，
带给参与者崭新的体验。 未
来， 奥林巴斯将继续秉承

“Social IN”的经营理念，通过
丰富的公益活动形式， 向社会
传递“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的“三早”健康理念，与大众携
手共建美好生活。 （管乐欣）

� � 来宾们“胃爱公开课”（南京站）体育
课课堂上做肠胃健康操

� � “胃爱公开课”（成都站）专业
课课堂

� � 奥林巴斯工作人员在“胃爱
公开课”（上海站）实践课课堂上
进行胃镜的介绍

� � 奥林巴斯“胃爱公开课”现
场（深圳站）

2017 年 12 月 29 日，“时尚
中国·至善至美”2017 金米莱公
益盛典在北京长安大饭店隆重
举行，并通过中国国际教育电视
台全程播出。

本次盛典由中国国际教育
电视台、 北京东慈文化发展中
心、北京金米莱表业有限公司等
单位联合开展，并得到了中华慈
善总会大众慈善促进委员会、当
代养老产业研究院、香港大众慈
善总会、中国书画院等单位的大
力支持。

盛典节目精彩纷呈，高潮迭
起。 张华敏、文章、五洲唱响组
合、阿吉太组合等大家耳熟能详
的实力派明星激情献唱，为现场
嘉宾献上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视
听盛宴；由国家一级编剧云剑创
作，林达信、温玉娟诠释的配乐
诗朗诵《时间》，让嘉宾在饱含深
情的诗的意境中感受到了金米
莱的光荣与梦想；香港金米莱集
团总裁林剑衡满怀激动与感恩
之心献唱歌曲《希望》，现场掌声
雷动，令人振奋。

时光铸就奇迹，气度兼容天
下。香港金米莱集团成立于 1979
年，深耕钟表行业几十年，逐渐
发展成为一家集手表的研发、设
计、制造、销售为一体，立足于
中、高档手表的多元化现代钟表
企业。 早在创业之初，金米莱集
团就将“时尚中国·至善至美”理
念融入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使
每一只表都经过精心设计和雕
琢，成就腕上臻品，主要客户有
西铁城、积家、Fossil、阿玛尼等，
并先后成为全球旅游小姐大赛、

中华慈善春节晚会、香港大众慈
善总会的指定用表。

至善至美，大爱如山。 几十
年来， 香港金米莱集团矢志不
渝，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努力打
造爱心企业品牌———为灾区人
民捐赠款物， 组织志愿者赴汶
川灾区紧急救援， 支持毛泽东
诞辰活动、九九重阳敬老活动、
慈善歌曲录制等各项慈善公益
活动……仅 2017 年以来，已先
后通过中华慈善总会“中慈爱
心图书室援助项目” 向全国各

地捐赠爱心图书室 130 多个，
捐赠中小学各类课外读物约 49
万册，总价值 1300 多万元人民
币。

出席活动的众多企业表示，
企业发展与和谐社会发展是息
息相关的，参与慈善事业是企业
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的一
年，他们也将积极与中华慈善总
会建立联系， 加入慈善的队伍，
希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
一份力量！

（张慧婧）

2017金米莱公益盛典在京举办

BHG Care 社区关爱行动捐赠仪式

为提高广大公众对肠胃健康的保护意
识，传递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奥林巴斯
于 2017年 10月起，针对即将步入肠胃疾
病高发年龄阶段的 35~55岁人群，分别在
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成都、重庆、沈阳、北
京八个城市举办了“胃爱公开课”活动，为
观众们搭建了肠胃健康知识的趣味课堂。
活动现场吸引了众多观众积极参与互动活
动，通过“专业课”、“实践课”和“体育课”向
观众们传递了肠胃健康保护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