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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与爱心企业家“抱团公益”
救助白血病患儿

2018 年 7 月 11 日， 天气预
报显示北京大雨到暴雨，当天上
午，雨就开始密密麻麻地砸了下
来。 为了躲避大雨，人们或者推
迟了约见的时间，或者改变了上
下班时间，但是美亚生物科技集
团总裁吴宜蓁，没有因为无情风
雨改变自己每月看望孩子的行
程，如期出现在陆军总医院八一
儿童医院白血病儿童的病房和
白血病患儿相聚。

“只要吴总不在国外出差，
人在北京，无论多忙，每个月她
都要抽出时间来看望白血病的
孩子，这 6 年来都是如此。 ”美亚
生物科技集团的员工志愿者说。

近百名患儿获救

吴宜蓁从 2013 年救助第一
例白血病患儿开始，创立了“爱
心小细胞”项目，至今近 6 年的
时间，项目救助了近百位贫困白
血病患儿。 吴宜蓁和美亚的志愿
者已经形成习惯，每个月都会去
医院探望这些孩子。

这一次， 除了美亚的志愿
者，和吴宜蓁一同去的，还有其
他的爱心企业家和好友：空中商

学院慈善委员会主席李丹、空中
商学院创始股东秘书长于金龙、
中国微信爱心第一群“松心契”
群主于文德、大鸾翔宇慈善基金
会副秘书长梁洁等。 他们带来了
孩子们喜欢的书籍和玩具，希望
给孩子们单调的住院生活带来
些许亮色和欢乐。

“凭一个人的力量，能救治
的白血病儿童的数量是有限的，
只有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群体，
才能让更多的白血病儿童受
益。 ”吴宜蓁向记者说明这次她
带领如此多的爱心人士来到医
院的原因，她说以后还会介绍更
多的企业家朋友来看望孩子们。

李丹表示， 他和于金龙、于
文德等在这之前也发起参与过
各种公益活动，认识到“抱团公
益”的重要性，所以这次大家排
除万难，冒雨前来了解白血病儿
童的需求。

在美亚创立之初，陆军总医
院八一儿童医院有一名罹患白
血病的贫困儿童有希望获得救
治，但因昂贵医疗费用，家长因
经济因素准备选择放弃。 吴宜蓁
在接到陆军总医院医生们的求
助电话，并看望孩子后，双方合

作启动“美亚爱心小细胞”救助
贫困白血病患儿的公益项目：成
功救助第一例患儿———一岁半
的“小浩宇”。 今年，小浩宇背着
书包上小学了。

截止到 2018 年 7 月，“美亚
爱心小细胞”公益项目已经成功
救助了近百名白血病患儿继续
治疗，让他们重新获得了健康快
乐的人生。

能救一个是一个

尽管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来
到陆军总医院八一儿童医院，也
不知道看望过多少名白血病患
儿，吴宜蓁这次依然忍不住为孩
子们的不幸流眼泪。 她拥抱着患
儿的家长，给她们鼓励，告诉她
们千万不要因为经济的原因而
放弃救治孩子的希望。

“我应该感谢这些孩子们。 ”
吴宜蓁感慨地说，他们给了她更
多的力量，让自己遇到怎样的困
难都不会放弃。

病房里有一名白血病患儿
的母亲， 她曾经对九岁的女儿
说，就这么多钱了，等钱花完了，
就不治了。 但女儿的求生欲望让

母亲始终不忍放弃，能借到的钱
都借了，如今已经为女儿治病花
费了近百万元。 在得到“美亚爱
心小细胞” 公益项目的支持后，
经过两次骨髓移植手术，女儿的
病终于看到了曙光。

众人的脚步踏入层流病房
（无菌仓）的走廊，映入眼帘的是
玻璃窗内 12 岁的叶佳鹏在病床
上勇敢乐观地和病魔奋斗。 远从
宁夏一路伴子求医的贫困母亲，
像见到“活菩萨”一样，两度向吴
宜蓁下跪求救。 这一幕震撼了在
场的企业家。

该院血液和肿瘤科主任罗
荣牡透露，一个白血病患儿治疗
费用在 50 万元至 200 万元不等，
她为治疗这些贫困的小病患流
露出的急切心情和高尚医德，也

深深感动着每一位在场的人。
李丹、于金龙、于文德从医院

离开后，立刻号召微信群友捐款，
很快为叶佳鹏筹集到了 27 万元，
空中商学院慈善委员会则将以

“大鸾翔宇·空中商学院慈善基
金”的名义再捐 30万元。据了解，
本次到场看望白血病儿童的爱心
人士， 共计将向白血病患儿捐款
70万元。“能救一个是一个，先救
叶佳鹏，接下来再救其他孩子。 ”
是这些爱心人士的共同愿望。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需要我
们帮助和关怀的人和事，请献出
一份爱心，留住纯真，守护善良，
救助一个孩童就救助了一个可
怜的家庭。 请大家一起加入‘美
亚爱心小细胞’的行列。 ”吴宜蓁
呼吁。 （徐辉）

2018 年 7 月 11 日，招商信
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信诺人寿”）与爱佑慈
善基金会（以下简称“爱佑”）在
北京举行捐赠仪式。 截至目前，
招商信诺人寿已向爱佑慈善基
金会“爱佑童心”医疗救助项目
捐赠 50 万元善款，用于资助孤
贫先天性心脏病（以下简称“先
心病”）患儿的医疗检查及手术
治疗。 未来双方还会探索在推
动医学研究、 公众认知宣教等
多方面的合作。

招商信诺人寿总经理兼首
席执行官赖军，爱佑慈善基金会
副秘书长李艳平、助理秘书长罗
真真，先心病领域医学专家罗国
华、周更须出席了捐赠仪式并共
同呼吁社会各界正确认识和关
注先心病治疗，给予孤贫先心病

患儿更多关爱，强调“早发现、早
诊断、及时治疗”对提升患儿生
活质量的重要性。

据调查， 先天性心脏病在
我国新生儿中的发病率约为
7‰~11‰， 每年有 11 万~18 万
先心病患儿出生；5 岁以下儿童
的死亡原因中， 先心病位列第
一， 其中有不少是贫困家庭的
先心病患儿。 随着诊疗技术的
提高，若能得到及时治疗，大部
分简单先心病可以彻底治愈，
大多数复杂先心病也可以治
疗，加以术后的康复辅助，生活
质量基本等同于正常人。 但先
心病的治疗费用通常高昂，对
于贫困地区患儿家庭而言负担
较重，多数无力承担。

作为践行企业社会的重要
部分， 招商信诺人寿此次将目

光投向那些饱受先心病困扰的
孤贫儿童，既是秉承其“助力健
康”的企业社会责任主题，也是
继续其长期以来在整合性健康
管理和保障家庭健康方面的不
懈实践。

“能帮助一部分孤贫先心
病患儿早日获得治疗机会，与
我们所践行的让我们的客户更
健康、更幸福、更有保障的企业
使命十分一致。 我们也诚挚希
望，通过我们的绵薄之力，让更
多的孩子能拥有健康幸福的人
生。 ”招商信诺人寿总经理兼首
席执行官赖军表示。 此次捐款
是通过公司捐献和员工“公益
健步走”活动募集而来，旨在帮
助孤贫先心病患儿尽早摆脱疾
病、健康成长。

“公益事业需要大家持续
参与，集腋成裘。 公司在成立之
初就重视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
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参与，二是
提升公益意识。 希望员工能够
积极参加， 员工需要拥有健康
的状态， 我们鼓励员工多参与
健身的活动， 参与全民公益事
业。 企业推出员工捐步数就是
企业持续公益活动之一。 我们
希望员工通过自己的朋友圈等
一系列社交工具， 去传播公益
的理念，提高公众公益意识。 所
以我觉得提升公众公益意识的
话，这是一个机会。 ”赖军说。

（张明敏）

来自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
的激情还没有散尽，新的热情已
被点燃。 2018 年 7 月 18 日，由中
华慈善总会宝马爱心基金与中
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
首届“BMW 童悦之家”快乐足球
夏令营启动仪式在沈阳举行。

此次足球夏令营是专为
“BMW 童悦之家”留守儿童与打
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举办的。 参
与活动的球队是从全国组建的
22 支“BMW 童悦之家”快乐足
球队中挑选出的 10 支队伍，他们
来自青海、新疆、黑龙江、宁夏等
全国 10 个省及自治区。 总计有
100 名 9~12 岁的小学生及 20 名
体育老师将在沈阳接受为期一
周的“快乐足球”技能培训，并进
行冠亚军角逐。 这无疑将是这些
孩子们的“小小世界杯”。

启动仪式上，华晨宝马汽车
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魏
岚德博士表示：“在中国， 为中
国，BMW 企业社会责任的使命
是要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战略型企
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BMW 注重结合自身资源和核心
竞争优势，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
求出发，以创新及可持续的运作

模式，有效带动各利益相关方的
长期、积极参与，创造共享价值。
秉持这一理念，‘BMW 童悦之
家’七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
流动、留守儿童的公平教育和全
面发展。

项目转型一年来，BMW 携
手广大利益相关方不忘初心，取
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2017 年 8
月， 在成都为来自全国 32 所

“BMW 童悦之家”打工子弟学校
的 60 多位校长与体育老师，举办
为期一周的“快乐运动”专项培
训；截至去年年底，BMW 举办了
6 次重点支持学校课程示范及督
导，608 名师生从中受益。 截至目
前，在全国 66 所“BMW 童悦之
家”打工子弟学校中，建立了 22
支“快乐足球队”，并聘请专业机
构，为其中 19 支足球队进行了为
期 5 至 10 天的驻点培训，完成了
当初“一年内建立 20 支足球队”
的目标。

自 2011 年启动“BMW 童悦
之家” 项目后，BMW 在全国 2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了 66
所“BMW 童悦之家”，举办了 400
余场活动，超过 7 万名流动、留守
儿童从中受益。

（张慧婧）

2018“BMW童悦之家”
快乐足球夏令营吹响集结号

招商信诺人寿助力先心病患儿
向爱佑慈善基金会捐赠 5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