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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康基金会公益助力青少年视力健康
启动新药救助类儿童青少年视力专项基金

一直以来，坑坑洼洼的水泥

砖地就是甘肃省定西市花兰寺

学校孩子们玩耍的全部空间。地

处偏远加之经济欠佳，这所学校

的孩子从未体验过在塑胶场地

上运动的快乐。

如今，一个名为“圆梦篮球

场”的公益项目将孩子们带上了

教育起跑的快车道，由“51 信用
卡之家”捐建的标准塑胶球场及

系列运动器材全部上马，孩子们

心心念念的塑胶球场梦终于实

现。

2019 年 5月 24日，“为孩子
们打造一个梦想篮球场”暨甘肃

花兰寺学校“51 信用卡之家·圆
梦篮球场”捐赠仪式在甘肃举

行。当天，在 51信用卡代表与校
方一起对筹建的塑胶篮球场进

行验收后，宣布球场正式启用。

从前期准备到正式落成，打造这

座篮球场，历时 5个月时间。

线上线下齐发力 野圆梦篮
球场冶

在“圆梦篮球场”项目启动

之初，51信用卡管家平台即上线
了“为孩子们打造一个梦想篮球

场”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

泛关注，到目前为止，该活动共

得到了 40多万人的点赞助力。
同时，公司还在内部发起了

以“运动、健康”为主题的西湖群

山毅行活动，让员工也深度参与

其中。2018年 12月 1日，共有 84
名员工报名组成 20 支队伍，在
当天走完了 180 公里，以公里数
筹集了一笔善款。

作为一个年轻化的互联网

公司，51信用卡之家的公益态度
也沿袭了这样的基因———简单、

开放、自主。

51 信用卡公关总监吴颖表
示：“除了生活与学习上的基础

保障，51信用卡之家同时也非常
关注山区学生们的体能健康，因

此公司为学校建造了一个完善

的运动场地，希望能够帮助提高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在努力学习

的同时也可以拥有一个强健的

体魄。未来，公司将持续关注儿

童这一群体，在生活、学习、健康

领域为他们带去温暖与关爱。”

聚焦野生活尧学习尧健康冶

事实上，这已经是 51 信用
卡第三年为甘肃定西花兰寺学

校送去温暖。

2017年，51信用卡关注到甘
肃省花兰寺学校学生的就学环

境较为恶劣，便启动“51 信用卡
之家·彩虹梦想计划”，由公司出

资承担该校全部 84 名学生此后
3年的住宿费，并协助添置过冬
及学习所需物资。此外，51信用
卡之家还向 24 名学生发放了助
学款项，用以改善他们的学习和

住宿环境。

2018年，为了让更多贫困儿
童可以完成自己的学业梦想，51
信用卡之家在公司内部发起了

两次结对助学活动，公司员工们

均积极参与其中，先后分别成功

结对了 65名和 75名包括花兰寺
学校在内的山区贫困儿童，通过

捐助学杂费用为他们解决基本

就学问题。

2019年，51信用卡之家在实
地走访中发现，甘肃花兰寺学校

运动场地不平整、运动设施落后

等因素，严重影响到学生的体能

锻炼。为了让他们在学习的同时

也可以拥有强健的体魄，51 信用
卡之家特发起“圆梦篮球场”项

目，由公司出资为同学们建造了

标准塑胶篮球场地。

花兰寺学校校长袁伟东表

示：“甘肃省通渭县是国家级贫

困县，单亲、贫困儿童比较多，51
信用卡从 2017 年起多次捐款捐
物，2019 年还为学校捐资修建篮
球场，改变了花兰寺学校篮球场

坑坑洼洼的过去，改变了体育老

师不能很好进行教学的状况，从

此我们花兰寺小学有了平坦标

准的运动场，我相信圆梦篮球场

的建成会为更多学生点亮体育

梦想。”

儿童是信用生活的未来

儿童时期的个人成长对人

生至关重要，良好的成长环境对

儿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儿童发展报告》显示，

儿童发展水平城乡区域差距较

大，贫困地区表现突出。2016年，
中国还有 4335 万贫困人口，约
20%是儿童（0~15岁）。这些贫困
儿童由于家庭贫困而缺乏适当

营养、养育和教育机会，陷入多

维贫困。应把儿童早期发展置于

优先位置，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

儿童发展的差距。

作为祖国的下一代儿童，也

是信用生活的未来主体。

51信用卡于 2016 年正式发
起“51 信用卡之家”，在“让有信
用的人过得更好”这一愿景下，

孩子作为信用生活的未来，公司

将持续关注儿童成长期间的身

心健康，帮助改善学习、生活、健

康等方面的条件及设施。

渊张明敏冤

基金启动仪式上袁来自福建尧陕西尧内蒙古等革命老区的学校代
表在现场接受现金与实物救助

51信用卡野圆梦篮球场冶助力山村儿童梦圆

近日，由中国传统文化促进

会主办，北京葆康益生公益基金

会（以下简称“葆康基金会”）、和

北京华泰瑞立健康产业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首届挥

公文化论坛暨葆康维瞳康公益

基金启动仪式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举行，论坛着重研究传统文

化与社会公益事业相结合的创

新发展之路。

青少年视力问题引高度重视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

视率居高不下、不断攀升，近视

低龄化、重度化日益严重，已成

为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

大问题。

2019年 4 月 29 日，国家卫
健委发布一项调查结果———

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
视率为 53.6%，即一半以上儿童
青少年近视。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张

勇指出，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发病形势严峻，且低年龄

段近视问题突出。在小学和初中

阶段，近视率随着年级的升高快

速增长。此外，高度近视问题不容

忽视，高三年级学生近视度数高

于 600度的占比达到 21.9%。由于
高度近视是致盲性眼病之一，容

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应

该引起高度警惕和重视。

2018年 8 月底，教育部、国
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就曾联合印

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

施方案》，该方案提出，到 2023
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在 2018 年的基础上每
年降低 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
高发省份每年降低 1 个百分点
以上。到 2030年，实现儿童青少
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视力健

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6 岁儿童
近视率控制在 3%左右，小学生
近视率下降到 38%以下，初中生
近视率下降到 60%以下，高中阶
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 70%以下。

该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将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

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

绩效考核，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

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

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在此背景下，呵护孩子们的

眼睛，让他们拥有光明的未来，

已经成为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重要议题。

我国首支儿童视力基金诞生

在本届挥公文化论坛上，北

京葆康公益基金会宣布开启大

规模“新药救助”公益行动，并成

立国内首支儿童青少年眼病专

项公益救助基金———葆康维瞳

康少儿公益基金（以下简称“葆

康维瞳康基金”）。

基金启动仪式上，原卫生部

副部长殷大奎指出：“弘扬传统

文化，传承健康文化，做德技双

馨的医药健康工作者，是卫生改

革后的重要推手和必经之路。青

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关爱

下一代成长，重点是要关注留守

儿童健康的精准扶贫工作。希望

有爱心的企业都来参与‘葆康维

瞳康’公益救助的行动。”

葆康基金会理事长张瑞平

表示：“‘葆康维瞳康基金’是一

支保护儿童青少年视力的健康

救助公益基金，救助对象是革命

老区和贫困地区青少年儿童群

体。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

守公益梦想，坚持以公益慈善为

发展方向。主要针对中国的贫困

地区儿童，优选专科新药实现精

准有效的公益救助，将爱传递，

在创造价值的同时勇于承担更

多的社会责任。”

同时，张瑞平理事长表达

了对患病儿童早日拥有清晰视

力、拥抱光明和灿烂未来的深

切祝愿。

新药救助少儿公益行动起航

新药救助，是指以“公益科

普、公益救助、公益联盟、公益检

测、公益专家”的模式，帮助贫困

地区医疗保险无法覆盖到的老

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严格

选择国内大型制药企业研发或

生产的新药特药，以科普宣传、

健康救助及无偿救助模式良性

发展公益事业。

在爱心企业的资金支持下，

葆康基金会携手国内多家知名

基金会及协会，共同成立系列健

康公益基金，长期致力于新药捐

赠公益事业，形成独具规模的

“新药救助”公益合作联盟。葆康

基金会曾与中华慈善总会达成

战略合作，推出了国内首支新药

救助基金———福寿基金。

据悉，葆康基金会官方网站

将于 6 月初正式上线，凡符合申
领和救助条件的患者均可享受

到公益福利。符合申领条件的患

者可申领总价值不低于 1000 元
或一月期的服用药量；符合救助

条件的患者可申领 1 万元或一
年期的定额救助。葆康基金会官

方网站也将陆续向国内制药企

业开放征集专科新药。

葆康基金会表示，基金会将

持续践行“新药救助”模式，助力

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力争为

更多弱势群体及重大疾病患者

带来康复的希望和生命的春天。

渊高文兴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