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 月 25 日， 由深圳
市慈缘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

“慈缘基金会”）主办的“心启未
来， 健康成长”———儿童先天性
心脏病救助公益行动暨感谢会
在北京举行。

据介绍， 我国目前有 200
多万先心病患儿， 且每年以 30
多万的数字增加。 先心病发病
率为 6‰到 14‰， 是患儿致死
的第一原因。 先心病不仅严重
影响人口素质， 也会给家庭和
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有医疗
专家指出， 目前我国先心病救
治水平地区差异明显， 发展不
均衡， 因此先心病防治必须作
为一项长期工作予以重视。

近年来，企业及社会力量的
参与为帮助困境患儿家庭、减轻
家庭经济负担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 年，葆婴有限公司联合中国
扶贫基金会发起成立了真正健
康基金“天使之心”儿童先心病
救助项目，旨在持续关注并为贫
困地区患儿及其家庭提供手术
救助和相关服务。

2016 年 3 月，慈缘基金会成

为该项目执行方，截至目前已成
功救助患儿 466 名， 资助款项
720 万元。2018 年，该项目资助金
额为 400 万元，惠及全国 26 个地
区的贫困家庭，救助先心病患儿
260 名， 其中救助西北贫困地区
患儿 134 名，占比 52%。

主办方表示，基金会方面不
仅要帮助患儿重获健康，还将持
续关注患儿的健康成长以及患
儿家庭生活情况。 2018 年，天使
之心项目与全国 16 家医院合作，
从患儿家庭角度着想，为家长提
供了最安全、贴心的救助方案和
手术。

现场还邀请了来自北京安
贞医院的专家就先心病相关知
识进行了科普， 同时为爱心企
业及爱心团队、 爱心机构和个
人等颁发了荣誉证书。 主办方
表示， 慈缘基金会致力于探索
和推动建立“政府主导、多元参
与、全民覆盖、共建共享”的儿
童医疗健康服务体系， 为困境
儿童提供专业、尽责、精准、高
效的医疗援助服务。

（皮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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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霆再度携手翡翠丝带行动
倡导拒绝“肝”扰 OK一生

2019 年 7 月 22 日，喜茶在
北京举行云南红河红米产业扶
贫捐赠仪式， 正式启动公益计
划———LOVE HEYTEA“喜爱
计划”。

继 6 月份开展环保活动，
喜茶再度发力公益领域， 联合
中国扶贫基金会首次发起公益
项目———云南红河红米产业扶
贫。 在该项目中，喜
茶将在两年内向中
国扶贫基金会捐赠
总额 200 万元人民币
用于产业支持，同时
通过责任消费的方
式采购当地红米，研
发两款爱心红米包，
链接市场，倡导消费
者支持可持续造血
的产业扶贫项目。

据记者了解，200
万元将用于产业扶
持的 6 大板块：孵化
农业经营主体、深耕
产品品控管理、培育
地域公共品牌、供应
链能力建设、沉淀涉
农数据库、沉淀本土
人才。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
丁亚东介绍， 中国产业扶贫基
金会与喜茶携手在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云南省红河县开
展产业扶贫项目， 推动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与产业发展的创新
和探索。 双方将以红河县梯田
红米产业为切入点， 通过农业
经营主体孵化、 产品品质深耕

管理、 地域农产品公共品牌培
育等工作， 并且通过责任消费
的方式采购当地生产的红米。

喜茶媒体公关高级总监霍
玮表示， 作为一个正在不断发
展的企业， 喜茶将会不断承担
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为构建美
好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武胜男）

喜茶捐赠 200 万助力云南哈尼农户 慈缘基金会
救助先心病儿童 466名

2019 年 7 月 28 日是第 9 个
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为“积
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全
面遏制肝炎危害”。 斯坦福大学
亚裔肝脏中心携手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中华预防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吴阶平
医学基金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以及 28 家跨国企业、40
余家公益组织、 来自北大等 25
所高校的 40 支团队联合开展全
国范围内的乙肝防治科普活动。
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到知名艺
人陈伟霆担任公益宣传大使，号
召公众携手抗击乙肝，消除乙肝
歧视。

和爱豆“益”起做公益

2018 年，正能量偶像陈伟霆
首度携手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
中心，拍摄了乙肝防治宣传海报
和公益短片，粉丝们纷纷表示要
跟着爱豆做公益， 助力公益，

“霆”不下来。 2019 年，陈伟霆欣
然连任翡翠大使，为乙肝公益事
业继续贡献力量。 陈伟霆在公益
视频中与粉丝亲密互动，倡导大
家“从自身做起，拒绝歧视，关注
乙肝健康，科普肝炎知识。 ”而陈
伟霆的乙肝宣传海报、视频也将
在 7 月 28 日及之后的一个月内
登陆地铁电视、公交站台、主流
视频网站以及各大社交媒体平
台，号召大家共同加入翡翠丝带
行动，携手抗击乙肝。

作为新一代正能量偶像，陈
伟霆再度助力翡翠丝带运动，不

仅旨在科普乙肝知识， 更呼吁大
家“关心并爱护乙肝患者”，产生
了巨大社会效应。 陈伟霆以“人”
字手势倡导大众关怀乙肝患者，
还以“OK 手势”传达“三针护一
生”的理念，呼吁公众规范接种乙
肝疫苗，保证一生免受乙肝侵扰。

近年来，跟着爱豆做公益已
经成为公益圈一件有爱又时髦
的事，多位热心公益的明星先后
助力世界肝炎日活动，身体力行
为大众科普正确乙肝知识。

努力实现全球零乙肝

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7 年公布的数据，我国约有慢
性乙肝病毒携带者 8700 万人，
每 14 个人中就有一名乙肝病毒
携带者 。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出的到 2030 年实现
“全球零乙肝” 目标， 中国作为
“乙肝大国”任重而道远。

阻断乙肝母婴传播作为实
现这一目标最主要的方式，斯坦
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与青海和
甘肃两省卫生厅、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及其他多个政府部门共同
合作， 在 2013 年启动了为期两
年的医务人员与孕产妇乙肝教
育干预项目。 为了探索母婴阻断
措施的效果，乙肝母婴阻断（免
疫后血清检测） 项目于 2016 年
在青海、甘肃两省全省范围内实
施。 项目为孕龄妇女提供筛查，
加强对孕产妇的乙肝防治知识
教育，提高新生儿乙肝疫苗首针
及时接种率及全程接种率，截至

目前，项目的母婴阻断率在甘肃
和青海已经分别达到 98%和
95%。

抗击乙肝的共同行动

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
自成立之日起，就在为全面抗击
乙肝而不断努力着。

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
之一，在乙肝防治宣传教育和零
乙肝歧视环境的倡导中承担着
重要责任。 斯坦福亚裔肝脏中心
针对目前公众对于乙肝的误解
与歧视，致力于提高企业及员工
对乙肝防治的关注度，于 2015 年
联合全球企业健康联盟（GBGH）
与 IBM、美国通用电气、英特尔、
惠普等大型企业正式发起“中国
翡翠丝带项目”， 致力于携手在
全社会范围内展开 360 度的乙

肝防治科普。 至今已有 33 家领
袖企业签署了项目宣言，承诺定
期开展员工乙肝教育，并确保零
乙肝歧视的员工政策和工作环
境。 2019 年中国大陆地区有 14
家企业通过乙肝讲座、 知识展
台、员工互动等多种形式积极参
与“翡翠益起来”公益行动。 其
中，包括联想在内的多家大型跨
国企业都在 7 月 28 日世界肝炎
日前后开展了线下乙肝知识主
题活动。

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
还于 2013 年与 2016 年分别设立
了莘莘基金与青青基金项目，支
持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与高
中生队伍进行公益社会实践，走
进课堂，传播乙肝知识。 自 2013
年以来， 已有来自 50 所高校的
110 余支学生团队（组织）参与到
莘莘基金项目和暑期乙肝科普

项目中。 2019 暑期实践项目共有
40 支队伍入选，活动覆盖我国 20
余个省份，线上视频、西部支教、
海报设计等多样的形式，让乙肝
知识深入到各个年龄层的民众
心中。

此外，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
中心 2013 年起通过小额资金与
物资支持，鼓励更多社会公益机
构开展乙肝防治知识宣传活动，
参与翡翠丝带行动。 项目开展 6
年来， 共有 200 余家 NGO 参与
其中，活动覆盖超过 35 万人。

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公众对乙肝的了解在不断地加
深，中国乙肝患者的工作和社交
环境也在不断改善。 当然，遏制
肝炎危害，消除乙肝歧视的任务
依旧任重道远，斯坦福大学亚裔
肝脏中心及其各界合作伙伴，依
旧在路上。 （高文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