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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丝带举办关爱癌痛患者公益日活动
呼吁全社会重视癌症患者疼痛管理

近日，为助力中国癌痛教育
传播， 提高社会对癌痛的认知，
由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协作组
（以下简称“蔚蓝丝带”） 发起的
“蔚爱前行”2019蔚蓝丝带公益日
活动，在第 16 个“中国镇痛周前
夕成功举行。 作为镇痛教育的坚
定传播者， 蔚蓝丝带与社会各方
通力协作， 致力于帮助患者获得
规范化的癌痛治疗， 向社会公众
传递正确的癌痛管理理念。

本次活动由多场子活动组
成，包括蔚蓝丝带天使行动全国
总决赛、GPM 最强音全国总决
赛，以及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
周年晚宴。 本次活动的目的是再
次呼吁全社会对于癌症患者疼
痛管理的重视，协助提升癌痛规
范化诊疗的水平，表彰为癌痛事
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医药护领域
的专家。

三载坚实前行

自 2016 年 4 月成立以来，蔚
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大型公益
活动通过聚合学协会、 医院、媒
体、企业等多方力量，为关爱癌
痛患者，提高癌痛规范化治疗水
平而不断努力，取得了良好社会
反响，有效地回应了今年世界镇
痛日的主题———全球预防疼痛。

2016 年成立伊始，“蔚蓝丝
带”协助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
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发布《全
国百家医院癌痛合理用药大型
调研报告》；2017 年，“蔚蓝丝带”
走向全国重点城市的肿瘤专科
医院，并支持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与人民卫生出版社联合
发布《疼痛患者教育手册 2017
版》；同年，蔚蓝丝带联合多家学
会，共同推出《放射治疗疼痛全
程管理指南》， 填补了我国放疗
科疼痛管理学术领域的空白；
2018 年，“蔚蓝丝带” 进一步发

力，先后成立“蔚蓝丝带天使行
动专家委员会”和“蔚蓝丝带药
学专家组”，初步构建起了“医护
药”三位一体的癌痛全程化管理
闭环；2019 年，“蔚蓝丝带” 深入
基层，举办多场针对基层医护人
员的培训活动，旨在将正确的癌
痛全程化管理理念推广到基层，
造福更多的癌痛患者。

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协
作组秘书长王杰军教授表示，
“蔚蓝丝带” 作为个公益项目，为
医护人员提供了一个协调保障的
堡垒， 不断积极传播科学的镇痛
理念，厘清公众的错误认知，提高
基层医务人员的癌痛诊疗水平。
“‘蔚蓝丝带’ 主动承担的这些社
会责任， 无疑可以让各位医务工
作者更好地发挥专业技能， 这对
于我国癌痛治疗事业的发展具有
长远的意义。 ”王杰军说。

多方守护患者

蔚蓝丝带项目所取得的成
绩离不开社会多方力量的协助。
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协作组
名誉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
生在活动中特别指出，疼痛治疗
已成为癌症治疗中的重要一环，
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树立正确的
镇痛观念。 蔚蓝丝带项目通过凝
聚行业学会、协会，各大医院以
及媒体平台的力量，逐步引导患
者和公众正确认识癌痛。 可以
说，蔚蓝丝带项目在中国镇痛治
疗领域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7 年 4 月，“蔚蓝丝带”与
《健康报》 社、《健康时报》 社合作
“蔚蓝丝带口述实录”栏目，邀请癌
痛诊疗领域的专家与患者讲述那
些与癌痛斗争的真实故事，呼唤全
社会对癌痛患者的关注。 2018年 4
月，在多家学协会及医院的大力支
持下，蔚蓝丝带发布了由蔚蓝丝带
关爱癌痛患者协作组组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于金明做序，名为《让疼
痛消失在生命的美好中》的蔚蓝丝
带口袋书，通过战斗在一线的医务
工作者以及患者讲述他们自己真
实的故事， 呼吁全社会对于癌痛
患者的关注。 蔚蓝丝带中青年专
家志愿者、 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
主任路桂军教授则以讲述“丹丹
和她妈妈的故事” 的形式， 在微
信、喜马拉雅 APP 等多种渠道上
让超过 15 万的受众聆听了这些
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感受到了人间
的大爱与真情。

阔步走向全国

蔚蓝丝带大型公益项目自
创始之日起便制定了“启动项
目”“走向全国”“深入基层”的三
步走战略。 由中国抗癌协会癌症
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
（CRPC）、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癌症康复与支持治疗专
业委员会， 以及蔚蓝丝带关爱癌
痛患者协作组共同主办的蔚蓝丝
带天使行动项目仅在今年就吸纳
了蔚蓝丝带天使行动医院 13 家，
培养护理骨干 130 余名， 举办癌
痛培训会议 840场，使累计 12258
人次接受癌痛全程管理知识培
训，把“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
的理念散播到了全国各地。

与蔚蓝丝带具有同样的大
爱精神，旨在协助医务工作者提
高规范化癌痛管理水平的 GPM
最强音和 GPM 直通车项目，为
奋战在癌痛治疗一线的医务工作
者提供展示和提升自己专业技能
的平台。 据统计，2018年 GPM最
强音项目累计覆盖全国 300 多家
医院，有包括临床医生、护士和药
师在内的 1500 余位医务人员参
与活动；GPM直通车项目在 2019
年共开展 5场全国性活动， 共覆
盖全国 29 个省、 自治区及直辖
市，有包括医生、护士、药师和医

务科在内的 650 余名医务工作者
参与活动。

为更大范围地提升各地基层
医疗机构的癌症诊疗水平， 蔚蓝
丝带项目还携手“癌痛关怀 百城
巡讲”、“蒲公英视频项目”一起致
力于通过共同努力， 将正确的癌
痛诊疗理念推广到基层， 让更多
的癌痛患者受益。

关爱癌痛患者，给他们送去
温暖与关爱，是蔚蓝丝带公益活
动始终不渝的目标。 相信此次
“蔚爱前行” 蔚蓝丝带公益日活
动不会是努力的终点，而是抗击
癌痛新征程的起点。 活动方表
示，通过专业医务工作者、媒体
朋友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承载着“希望、 美好与关爱”的

“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大型公
益活动”将帮助癌痛患者有效控
制癌痛，最终实现“无痛生活 尊
严人生”的愿望。

蔚蓝丝带项目历程

“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大
型公益活动” 于 2016 年 4 月启
动，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的指导
下，萌蒂（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参
与支持，全国七大学协会、九家
有全国影响力的医院积极参与。

2016 年 9 月，蔚蓝丝带关爱
癌痛患者协作组成立，聚合了由

多方力量组成的 17 名代表，其
中有 4 位院士和来自 5 家学协
会、6 家医院、主流媒体以及企业
方的代表。协作组代表携手行动，
关爱癌痛患者， 获得了良好的口
碑与社会反响。 作为“蔚蓝丝带”
项目的常设机构， 协作组依托成
员强大的专业优势与丰富行业经
验， 齐力支持与推进蔚蓝丝带公
益活动在全国的开展， 积极投身
于针对患者、 医生和公众的教育
工作， 提高全社会对癌痛的关注
度，提升癌痛诊疗的总体水平。

2018 年底，蔚蓝丝带药学专
家组成立，不仅成为了继蔚蓝丝
带协作组、特邀专家组、中青年
专家志愿者团队、天使行动专家
委员会之后的一个全新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也标志着蔚蓝丝
带公益活动得以从“医、药、护”
三个角度全方位呵护癌痛患者，
通过三位一体的强大闭环，在权
威专家的指导下，提高癌痛的全
程化管理水平。

“蔚蓝丝带” 凭借三年多在
癌痛领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先
后荣获“第十届健康中国论坛十
大公益品牌”、“2017（第七届）中
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十大中
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项目奖”，
以及“第七届中国公益节年度公
益项目奖”等荣誉，获得广泛的
社会认可。 （徐辉）

2019 年 10 月 18 日，2019 全
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启动
仪式暨石家庄工作交流会在藁
城区昌盛街小学举行，本年度河
北、河南、广东、辽宁四省活动正
式开启。

启动仪式上， 好丽友向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
儿基会”）捐款 118 万余元，用于
支持“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
动”在河北、河南、广东、辽宁四省
开展科普活动， 让孩子们能够在
各类互动体验中感受到学习食品
安全知识的乐趣，预计将有近 10

万名学童及家长从中受益。
“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好丽

友社会责任活动的重要领域，很高
兴能够连续三年携手中国儿基会，
共同守护儿童舌尖上的安全，守护
我们的未来和希望。 ”好丽友公共
事务部总监张晓艳表示。

为了保障石家庄站活动的
顺利开展， 在项目正式启动前，
中国儿基会代表、项目专委会专
家、爱心捐赠方好丽友代表与当
地妇联、教育、市场监督管理等
部门以及项目试点校代表等就
食品安全治理与科普工作进行
了深入交流。

中国儿基会项目联络部副主
任王岩为与会嘉宾详细介绍项目
开展情况， 与会代表分别结合各
自食品安全工作开展经历各抒己
见， 其中， 石家庄藁城区开展的
“明厨亮灶”工程和“开学第一餐”

工程得到与会嘉宾的肯定。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

协调处副处长史文娟对项目提出
建设性实施意见， 希望未来项目
可以从低年级课程逐步完善到青
少年，对各年龄段学生定制课程，
并将课程从校园普及到家庭，推
广食品安全工作的普及发展。

无处不在的微生物与食品安
全息息相关。启动仪式后，项目专
委会专家、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沈
群为孩子们带来精彩的食品安全
公开课《看不见的微生物》。

课上，孩子们深入了解了有
益、有害、中性的微生物，学习了
有益微生物在食品加工中的应
用以及如何防控有害微生物带
来的危害。

据主办方介绍，“全国儿童
食品安全守护行动”由国务院食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指导，中国儿基会与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共同主
办，迄今已连续开展三年，一直
致力于用创新的内容形式改善
儿童食品安全教育大环境，已惠
及 20 余省 44 市近 200 万儿童及
家庭。

今年，为加大农村及偏远地
区食品安全科普教育力度，项目
迎来全新升级，在原儿童食品安
全移动体验营基础上，设计了更
为便携简化的体验营搭建设备
体验包，开启移动性更强、更简
洁、 高效场景化体验的全新时
代。 作为中国儿基会的亲密合作
伙伴，好丽友已连续三年为项目
提供支持， 累计捐赠超 360 万
元，更为项目提供了宝贵的食品
安全生产知识和近距离接触现
代食品工业的机会。

（王勇）

2019 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