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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三早”健康理念

奥林巴斯连续十年开展“爱胃月”活动
� � 肠胃作为人体重要的消化
器官，其健康一直以来都是人们
所关心的话题。 针对肠胃可能发
生的种种健康问题， 从 2010 年
开始， 奥林巴斯将每年 10 月定
为“爱胃月”，通过举行一系列爱
胃活动唤醒全民对肠胃健康的
关注，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普及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科
学“三早”健康理念。

2019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2019 奥林巴斯“爱胃月”启动仪
式在北京 L-SPACE 活动空间举
行。 在现场，奥林巴斯（北京）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品牌战略本部
总监隐岐浩史携手北京肿瘤医
院内镜中心主任吴齐及 40 余家
媒体代表共同拉开本年度“爱胃
月”活动帷幕，宣告这场将覆盖
全国多地的健康公益活动正式
开始。 在往届“爱胃月”活动中，
奥林巴斯在全国不同城市开展
多场爱胃活动，针对肠胃疾病高
发的人群，通过专业讲座和互动
课程，帮助他们建立定期检查的
意识， 经过近十年的科普与推
广，影响受众超 1 亿人次。

十载普及科学爱胃理念

启动仪式上，奥林巴斯（北
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品牌战略
本部副部长黎鹏对今年的“爱胃
月”活动进行了详细介绍。

作为历经 10 年的健康公益

活动，今年的“爱胃月”以“胃爱
加油”为主题，设置“爱心加油
站”“知识加油站”“实践加油站”
“快乐加油站”四大环节，通过丰
富有趣的体验项目增加参与者
对肠胃健康的关注与积极性，更
好地促进他们对科学“三早”健
康理念的认识，并掌握专家学者
所教授的肠胃健康知识。

想要根除公众对内镜检查
的刻板印象，消除对内镜检查的
恐惧心理，树立科学的“三早”理
念，这离不开肠胃医学专家的科
普教育。 在“知识加油站”环节
中，奥林巴斯特邀北京肿瘤医院
内镜中心主任吴齐带来关于肠
胃健康知识的精彩讲座，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讲解如何筛查肠胃
疾病以及肠胃疾病的成因。

吴齐在讲座后接受采访时
表示：“消除人们对胃镜检查的
恐惧并不简单，大众对肠胃健康
知识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需要继
续通过科普和推广肠胃健康常
识来实现。 希望借助‘爱胃月’活
动，能将科学的‘三早’理念传播
给更多的人，让他们把肠胃健康
重视起来。 ”

技术革新减轻就医痛苦

在肠胃健康知识讲座后，现
场嘉宾前往“实践加油站”区域
近距离接触内镜系统。 为了让参
与者有更深刻的理解，“实践加

油站” 布置成为整体实验室，嘉
宾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亲身体
验奥林巴斯内窥镜产品为仿真
人形胃检查的全过程。

据了解，奥林巴斯内镜产品
采用光学-数字技术， 该技术集
优良的可视性和便捷的操控性
于一身，不仅可以满足医师对高
清图像的需求，而且由于大幅提
升了内镜的可操作性和插入性，
使得内镜检查更加精细化的同
时，也为就医者减轻了痛苦。 通
过亲身操作，嘉宾不但感受到奥
林巴斯造福医务人员和就医者
的成果，也对其革新医疗产业的
努力有了深入的了解。

轻松氛围之中传递公益

在“快乐加油站”环节，奥
林巴斯以颇为新颖的互动竞猜
形式向参与者传播消化道与胃
镜相关知识。现场嘉宾积极参与
到“猜一猜”“拼一拼”“找一找”
三个小游戏中，在轻松愉悦的游
戏过程中了解到奥林巴斯内镜
产品的优异之处、人体消化道器
官的具体构造以及哪些常用食
物会伤害肠胃健康，在无形之中
增长了正确对待肠胃的各种

“小知识”。
据悉，继北京站启动仪式结

束之后，2019 奥林巴斯“爱胃月”
活动将陆续在济南、沈阳、郑州、
成都、 深圳和上海等六地举办，

与各地市民一起“胃爱 加油”，
为更多公众带来健康公益活动
体验。 奥林巴斯方面表示，公司
将继续承载“实现世界人民的健

康、安心和幸福生活”的企业使
命，专注健康公益事业，以更加
充足的公益力量推动全民健康
事业的发展。 （高文兴）

“你有压力吗？”中国人民解
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四医
院中心办公室、中心实验室主任
王瑛恳切地询问着前来参加义
诊的百姓。

2019 年 10 月 17 日， 由中
国人民保险集团支持的“母亲健
康快车·爱心巡诊周” 活动在甘
肃临夏州启动。 活动以“母亲健
康快车”为载体，聚合了来自北
京、陕西西安、吉林通化、甘肃兰
州等地的妇科、儿科、眼科等方
面的专家，与当地妇联和医疗机
构密切合作， 先后在当地的医
院、社区、学校、乡村开展为期 4
天的爱心巡诊活动。

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
下简称“中国妇基会”）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
次爱心巡诊加入了心理咨询科。

“心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不一
样，民众的意识层面还不够，尤其
是文化程度不太高的人， 会觉得
患心理疾病比较有耻感， 不会主
动求医、就医。但目前精神心理问
题的患病率非常高，和经济、文化
程度没有关系， 而且当地县城没
有精神心理方面的专科医生。 ”王
瑛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启动仪式上，中国人保公益
慈善基金会理事撒承德介绍道：

“2013 年以来，我们携手中国妇

基会开展‘母亲
健康快车’项目。
今年 8 月 19 日，
为确保临夏州妇
女儿童能够得到
更好的医疗救助
和服务， 我们向
临夏州捐赠了 7
辆‘母亲健康快
车’。 ”

据了解，“母
亲健康快车 ”在
降低妇科病发病
率、 孕产妇及婴
幼儿死亡率 ，提
高贫困妇女生活
质量等方面都发
挥着独特作用。自
该项目 2004 年在
甘肃启动以来，各
执行地区始终坚
持“送健康理念、送健康知识、送
健康服务”的宗旨，以宣传、咨询、
义诊、体检、督导为主要服务内
容，以培训基层卫生技术和宣传
骨干为工作重点，将项目与降低
全省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提
高孕产妇住院分娩率、普及妇幼
卫生保健知识紧密率结合起来，
切实把项目的服务宗旨落到了
实处。 据统计，项目在甘肃共计
发放健康快车 168 辆， 使 6259

名贫困妇女获得救助。
在此次巡诊周期间，爱心巡

诊活动医疗志愿服务队分别前
往临夏州临夏市、永靖县、积石山
县、康乐县、和政县的社区、乡村、
医院、 学校以及贫困户家中开展
义诊、科普讲座及入户探访，为临
夏州以及周边地区的农村和贫困
地区的群众提供直接而优质的专
业医疗服务， 对基层医务工作者
提供专业技术培训。 （王心怡）

近日，在第 37 届中国江苏
国际新能源电动车及零部件交
易会上，台铃梦想公益“铃跑未
来行动”项目正式起航。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南京分
中心副主任宋航、 国家摩托车
及配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
东）主任王建平、中华少年儿童
慈善救助基金会高级官员梁
爽、 中国摩托车商会秘书长张
洪波及台铃集团董事长孙木
钳、 总裁姚立、 执行总裁孙木
楚、 副总裁孙木钗等嘉宾出席
了本次活动。

10 月 25 日上午， 在位于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6 号馆
6T01 展位的台铃“未来之城”
主题展馆内， 一场盛大的新品
发布会拉开帷幕。 台铃电动车
代言人邓超惊喜亮相， 全程参
与了新车发布仪式， 在虎贲车
身签名、 亲自体验新车并出具
了虎贲推荐报告。

邓超在现场表示：“虎贲是
一款颜值与实力兼具的超跑电
动车， 动力和智能性表现特别
出众， 驾驶过程能够带来新鲜
感。 ”虎贲采用 APP 智能操控，
用户可查看其骑行的相关数
据。不仅如此，通过台铃发起的

“铃跑未来行动”， 用户的骑行
里程将转换成爱心基金， 用以
帮助贫困地区孩子改善学习环
境。 台铃集团总裁姚立现场为
新品虎贲“骑行第一人”邓超颁
发了“铃跑人”证书。

作为一家具有高度社会责
任感的企业，台铃集团始终积极
推动社会公益事业，成立“铃基
金”，捐建“梦想操场”、“梦想图
书馆”和“梦想小学”等，以实际
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社
会跑得更远。 此次，台铃集团联
合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
会启动“铃跑未来行动”，倾力支
持青少年教育事业的发展。

接受台铃梦想公益帮扶学
校的孩子们也来到了展会现场。
为了感谢台铃一直以来的资助，
小朋友们亲手制作了名为《我的
梦想》的画作作为礼物。 台铃集
团总裁姚立代表集团领取了这
份意义非常的“谢礼”。

孩子们稚嫩的画笔中蕴藏
着真挚的情感表达， 这让在场
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 随着
台铃梦想公益“铃跑未来行动”
的启动， 台铃相信可以帮助更
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实现自己的
梦想。 （徐辉）

母亲健康快车驶入甘肃临夏

台铃启动“铃跑未来行动”
助力教育事业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参会人员亲身体验奥林巴斯内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