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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患儿健康成长
“天使之旅———西藏贫困先心病患儿筛查活动”启动

� � 先天性心脏病是胚胎期心
脏血管发育异常而造成的畸形
性疾病， 据卫生部门的病情调
查，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占出
生婴儿的 0.7%~0.8%。 而由于高
寒缺氧，西藏是先天性心脏病的
高发区，其发病率是平原地区的
两到三倍。 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手
术花费较大，因此对于当地的农
牧民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
重的负担。

为减轻患儿家庭的经济负
担，让更多患儿的健康梦想成为
现实，近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联合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
七人民医院）， 开展了为期一周
的西藏贫困先心病患儿筛查活
动。 在此期间，中国红基会与来
自郑州的医疗专家团队将对西
藏拉萨和那曲地区的先心病患
儿进行筛查， 计划救助患儿 35
人。 筛查活动结束后，郑州市心
血管病医院将把筛查出的先心
病患儿接到郑州进行救治。

2018 年 7 月 11 日下午，“天
使之旅———西藏贫困先心病患
儿筛查活动”启动仪式在那曲县
人民医院举行。 中国红基会工作
人员及来自郑州市心血管病医
院的医疗专家，在经过将近 7 小
时的车程后， 从拉萨赶到那曲，
随即开始了筛查工作，这也宣告
了此次筛查活动正式开始。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很多农
牧民家庭距离筛查医院路途遥
远，为赶上此次筛查活动他们选

择提前出发。 由于当地医疗条件
以及家庭经济情况等原因，他们
对于此次筛查救助活动特别欢
迎，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对孩子进
行各项检查。

在那曲筛查的第二天，郑州
市心血管病医院党委书记曹得
明带着专家和医生，驱车来到 80
公里外的门地乡色尼区 21 村曲
尼卓玛的家，为 5 岁的尼玛措姆
做进一步的精准检查。 先天性心
脏病对于深处高原牧区孩子来
说危害非常大。 及时发现并及时
治疗，可以让他们成为一个健康
的人，反之，危害的不只是孩子
的一生，即便是一个经济条件不
错的家庭也可能因此而因病致
贫。

除了要面对语言不通、患儿
身体状况不同等现实问题，这些
来自平原地区的医疗专家团队
还要克服高原反应造成的头晕、
恶心、浑身无力等症状，甚至不
得不边吸氧边开展工作。 为配合
此次筛查活动，郑州市心血管病
医院还专门抽调了富有经验的
专家组和后勤保障人员，并从郑
州带来了先进的检查设备。 、

据了解，近年来由于心血管
检查、心血管照影术和超声心电
图等先进仪器的应用，以及低温
麻醉和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
术技术的发展，许多常见的先心
病得到了早期的准确诊断，大多
数可以得到彻底根治，能够健康
地生活。

不过， 据相关政府部门估

计，由于多年积累，目前我国仍
有 400 多万先心病患者没有得
到及时救治，而现在每年还有大
约 15 万名先心病患儿出生。 这
其中，只有 6 万到 8 万名患儿有
条件得到治疗，其余大部分患儿
因家庭经济困难得不到及时治
疗而丧失治愈机会，甚至失去生
命。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
助理兼救助救护部部长周魁庆
介绍称，2006 年 5 月， 中国红基
会倡导设立了救助先心病儿童
的专项基金———天使阳光基金，
用以救助家庭贫困的先心病儿
童。“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发
现，一些偏远地区、需要帮助的
家庭并不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
救助项目， 所以从 2012 年开始
我们联合各地的医院、专家和志
愿者远赴各地， 走到孩子们身
边，为他们做检查。 符合救助条
件的孩子都能得到及时救助。 ”

记者了解到，天使阳光基金
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社会捐款
和国家彩票公益金支持。自 2011
年起，国家彩票公益金开始支持
天使阳光基金开展贫困先心病
儿童救助项目。 截至 2017 年年
底，项目已经累计在全国范围内
救助贫困先心病患儿 9000 余
名，资助金额达 1.6 亿元。

此次在西藏开展救助行
动将投入 150万元资助款，分
别来自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
及天使阳光基金彩票公益金
的支持（其中郑州市心血管病

医院捐赠 100万元，天使阳光基金
彩票公益金支持 50万元）。

2012 年，中国红基会发起了
“天使之旅”志愿者活动，引入社
会调查和志愿服务机制，通过招
募志愿者开展入户调查， 倡导
“公益旅行”，以微记录的方式发
现和记录民生诉求，动员社会开
展点对点救助，为最易受损人群
创造更好的人道救助渠道

截至目前，中国红基会相继
在河南、湖南、山东、安徽、河北、
内蒙古、西藏、青海、云南、海南、

广西、新疆等多个省、自治区组
织了大病患儿探访、 需求调研、
项目督察以及救灾赈济等志愿
行动。

“通过此次行动，我们一方
面希望孩子们的身体状况能够
得到检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有
更多家长能够通过此次筛查活
动知道我们的项目，知道该如何
求助。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社会
力量和爱心人士参与进来。 ”周
魁庆表示。

（皮磊）

2018 中国可持续棕榈油供
应链论坛暨第二届 RSPO 中国
论坛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在南
京举行， 当晚可持续棕榈油圆
桌倡议组织（RSPO)携手中国
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CFNA）
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
同启动“中国可持续棕榈油倡
议”。 该倡议旨在创造一个合作
共赢的平台， 在中国推广可持
续棕榈油。

此次 RSPO 可持续棕榈油
供应链论坛， 聚合了棕榈油供
应链的重要企业和利益相关
方，包括玛氏、欧莱雅（中国）、
阿胡斯卡尔斯、 嘉吉投资（中
国）、中粮、中储粮、汇丰银行、
益海嘉里、SGS 等。“中国可持
续棕榈油倡议” 旨在通过棕榈
油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在可持
续棕榈油方面共同作出承诺并
逐步采取行动， 推动中国棕榈
油市场更多采用可持续棕榈
油。 论坛上嘉宾们围绕“RSPO
会员如何推动中国棕榈油的可
持续转型”、“可持续棕榈油供
应链管理最佳实践” 等话题开

展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RSPO 首席执行官达雷尔·

韦伯拿督 (Datuk Darrel Web－
ber) 表示：“已经有越来越多棕
榈油的利益相关方加入到推动
可持续棕榈油在中国的发展路
径上来。 我们期待通过启动中
国可持续棕榈油倡议， 构建一
个平台， 促进更多来自中国的
企业， 共同实现可持续棕榈油
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流品种的目
标。 也希望通过倡议机制的建
立， 在 RSPO 这个国际性的平
台上， 能够有更多中国市场参
与者的互动和对话， 进而推动
可持续棕榈油在 中 国 的发
展。 ”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棕榈油
进口国。 棕榈油的广泛运用影
响着各行各业的发展， 也与中
国的粮食安全、 食品安全等密
切相关。 截至目前，RSPO 在全
球 92 个国家拥有 3900 个与棕
榈油生产和供应链相关的会员,
其中中国会员已发展至 87 家，
中国通过 RSPO 认证的工厂达
到 73 家。 RSPO 在中国市场目

标是在 2020 年实现中国进口
的棕榈油总量中， 有 10%经过
RSPO 可持续认证。

据了解，在 RSPO 官网上
可以对“绿色”种植园进行直
接检测，浏览者点开种植园图
标可以看到有没有毁林、放火
的行为。 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
手段，RSPO 实现更高的透明
度和监控，并对每个种植园提
交审核报告作为进展参考。 另
外还有一个可匿名操作的投
诉机制，如果投诉属实，这些
企业就会被要求退出 RSPO
系统。

此 次 RSPO 联 合 WWF
和 CFNA 发起“中国可持续棕
榈油倡议”， 一方面希望更多
利益相关方能够更深入了解
RSPO 和认识到棕榈油行业
可持续转变的价值，另一方面
推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
入市场转变的进程，并且在推
动全球“可持续棕榈油成为市
场规范”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
极的作用。

（张慧婧）

“顶新明日朝阳奖学金”是
由顶新公益基金会设立，为成绩
优异、家境清贫、品德端正的大
学生提供的奖学金。 自 2007 年
起，已资助大学生约 3100 位，累
计发放奖学金超过 1150 万元。
项目惠及学生遍布北京、 天津、
内蒙古、甘肃、福建、青海、云南、
海南、安徽、江西、四川等全国各
地。 2018 年度“顶新明日朝阳奖
学金” 将继续基金会项目宗旨，
帮助更多的清贫学子完成大学
学业。

2020 年全国将要完成脱贫
目标，为了达成精准扶贫的阶段
性目标，2018 年顶新公益基金会
计划为 300 名大一新生和往届
在校大学生提供每人 4000 元的
奖学金。 凡符合如下条件的大学
生，可到顶新公益基金会网站下
载申请表格，进行申请。
一、申请条件：

1.家境清贫（持有低保证或
建档立卡贫困户）

2.品学兼优
二、申请时间：

1.大一新生：即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截止

2. 往届在校生：2018 年 8 月
21 日起至 2018 年 9 月 11 日截
止

三、申请步骤：
前往顶新公益基金会（http:

//www.tinghsinf.org.cn/） 官方网
站-公益项目-教育工程-顶新
明日朝阳奖学金栏目即可下载
申请表格，并在截止日期前将申
请材料快递至顶新公益基金会
或通过电子邮件将资料扫描版
发送至指定邮箱（tinghsinfounda－
tion@163.com）。
四、奖学金通知：

1. 大一新生：8 月 16 日前进
行网络公示，在结束公示后，8 月
20 日前将收到正式获奖通知。

2. 往届在校生：9 月 17 日前
进行网络公示，在结束公示后，9
月 21 日前将收到正式获奖通
知。

获奖学生将收到电子邮件
形式的正式获奖通知，且可在基
金会官方网站查询到获奖名单。
五、联络方式：顶新明日朝阳奖
学金评审小组 陆老师

联系电话：010-65101663 转
8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
内大街 7 号光华长安大厦 2 座
321

邮编：100005
邮箱：tinghsinfoundation@163.

com

三方携手启动中国可持续棕榈油倡议
推广街持续棕榈油

2018年顶新公益基金会 “明
日朝阳奖学金”申请正式启动

“天使之旅———西藏贫困先心病患儿筛查活动”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