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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母乳喂养促进高峰论坛
暨世界母乳喂养周宣传活动启动

2022年 8月 1日—7日是第
31个世界母乳喂养周， 今年的主
题是“母乳喂养促进，健康教育先
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开展 2022
年世界母乳喂养周活动的通知中
强调，要“持续做好母乳喂养宣传
教育，加强母乳喂养咨询指导，构
建母乳喂养支持环境，推进《母乳
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实施，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大
力开展母乳喂养宣传教育， 突出
健康教育和社会支持对促进母乳
喂养的重要作用”。

近日，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召
开了中国母乳喂养促进高峰论
坛暨世界母乳喂养周宣传活动，
会议积极响应国家卫健委的号
召，围绕母乳喂养促进的政策要
求、最新研究和实践开展主题讨
论，并发布了中国母乳喂养促进
项目的最新进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
幼保健中心副主任李志新、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于小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赖建
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冯琪主
任、北京市妇产医院姜梅主任等
多学科专家，美德乐母乳研究院

代表王澜、公益机构母乳爱代表
徐靓、母婴行业观察代表刘惠智
等出席本次论坛。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于小千在致辞中
指出， 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看，
生命早期 1000 天是机遇窗口
期，也是健康的起跑线，需要更
新对母乳喂养重要性的认识。妇
幼健康事业可以说是从人类生
命起点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
要措施，同时母乳喂养也需要整
个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
保健中心副主任李志新解读了
《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

2025年）》的重点工作目标，强调
母乳喂养关系着母亲、 婴儿的健
康，关系着全民健康、公共卫生事
业， 与中国的卫生健康的方方面
面都息息相关， 是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事关长远，也需要全社
会的支持和推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副所长赖建强，以
“生命早期营养与母乳喂养
的健康优势”为题，发表行业
主旨演讲。他强调，母乳喂养
不仅是生殖过程的重要环
节， 也担负着关乎国家命运
和发展的政治意义和历史责
任， 要深入了解母乳喂养现

状背后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
加大力度开展科学研究。

美德乐母乳研究院代表王
澜从泌乳研究的角度进行了主
题演讲， 分享了过去 25 年人类
泌乳学领域的发展和研究成果。
作为项目专家组的首席专家，
《母乳喂养指导手册》主编、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冯琪教授，结合中
国母乳喂养现状， 详细阐述了

“中国母乳喂养促进项目” 的
背景与意义。

“中国母乳喂养促进项目”
也得到了包括母乳爱公益机构、
京东、天猫、孩子王、爱婴室等母
婴行业伙伴以及母婴行业观察
等媒体的积极响应。他们一致表
示，将在为母婴提供支持和服务
的过程中，加强从业人员的母乳
喂养知识和技能培养，完善母乳
喂养的支持和服务，共同建立健
全母婴服务链条，让更多妈妈和

宝宝受益。
为了更好地支持母乳喂养，

现场还举办了公益捐赠仪式。 在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组织下， 由美
德乐母乳研究院支持， 通过中国
母乳喂养促进项目向母乳爱公益
机构提供《母乳喂养指导手册》、
母乳喂养教具箱和母乳库相关用
品等， 用于向早产儿等家庭提供
母乳喂养宣教、支持和实际帮助。
母乳爱发起人、 广州市妇联兼职
副主席、 媒体公益人徐靓也在现
场分享了母乳喂养广州模式。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秘书长
助理马祥君教授表示，母乳喂养
事关人口素质和民族兴旺，其重
要性毋庸置疑，需要大力开展母
乳喂养的基础研究和科普宣传，
需要医务人员和全社会一起努
力，将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落
到实处， 提高中国的母乳喂养
率，保障母婴健康。 （皮磊）

8 月 5 日， 由中华环保联
合会主办， 青岛西海岸新区社
会组织联合会、 青岛市黄岛区
清源环保公益服务中心承办的
悠然共生环保公益活动暨净滩
行动（青岛站）活动在青岛西海
岸新区城市阳台景区圆满举
行， 这次活动得到了青岛市生
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贵
州心悠然酒业有限公司的大力
支持。 地方政府、企业、环保志
愿组织以及媒体记者代表们齐
聚美丽的灵山湾畔， 共同发出
环保倡议， 践行环保净滩行动
实践， 号召社会各界共同关注

美丽海湾的保护与建设。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

新区分局代表致辞， 表达了对
“悠然共生”环保公益系列活动
圆满完成的美好祝愿。

清华大学环保志愿者代表
现场宣读净滩行动倡议书，倡
议广大青年志愿者们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 做人海和谐共生理
念的倡导者、 可持续蓝色经济
的推动者、 美丽海湾建设的践
行者的意愿， 表达了青年志愿
者们积极参与海洋生态环境治
理、 助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推
进的决心。

在本次活动中，近百名志愿
者通过躬身实践清理了海滩垃
圾。 每位志愿者都为守护这片净
水蓝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蔚
蓝海湾常伴，人海悠然共生”。

“2022 悠然共生环保公益
活动” 由贵州心悠然酒业集团
携手中华环保联合会共同发
起， 旨在更好地推进环境保护
全民参与、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
的重点工作， 共同履行环境责
任，践行环保理念，呼吁公众参
与环境保护实践， 为国家实现
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张明敏）

悠然共生环保公益活动暨净滩行动在青岛举行

8 月 6 日，由北京妇女儿童
发展基金会、北京国资公司共同
主办，北京市家庭建设促进会承
办的“童心永向党 喜迎二十
大”暑期公益活动行在北京正式
启动。活动得到了天通苑文化艺
术中心、天通苑公益基金会和北
京市朝阳区金地老君堂实验学
校的支持。

据介绍，本次公益活动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通过举
办红色专场音乐会、“我爱你中
国”红色经典音乐鉴赏、音乐故
事互动讲座、革命先烈英雄故事
会、“我和我的祖国”绘画作品征
集展示等一系列以文化人的美
育教育公益活动，进一步激发青
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助力青少
年全面健康成长，成为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我和我的祖国》红色经典
视听音乐会作为红色专场音乐
会的部分活动，拉开了本次公益
活动的序幕。 音乐会通过《铭记
信仰》《赞颂盛世和平》和《畅想
未来“中国梦”》三个篇章，将不
同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而又广
泛流传的红色经典歌曲串联起

来。 其中，来自北京朝阳区金地
老君堂实验学校的孩子们在音
乐老师指导下参加歌曲合唱排
练，并在音乐会上奉献合唱节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孩子们通过参加这次公益活
动，不仅学习了声乐知识，还在
歌声中传承了红色基因，收获很
大！ ”北京朝阳区金地老君堂实
验学校孙校长说。

据悉，此次公益活动将从 8
月 6 日持续至 9 月底。

作为本次公益活动的主办
方之一，北京国资公司连续多年
携手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举办面向青少年的公益活动。北
京国资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青
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
望，作为首都国企，北京国资公
司一直以来用实际行动履行国
企社会责任，关心关爱青少年成
长。北京国资公司将继续深化与
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的合
作，做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儿童
权益的守护人、儿童未来的筑梦
人，用首都国企的公益力量传递
更多温暖，点亮少年儿童的成长
之路。 （张熙）

“童心永向党 喜迎二十大”
暑期公益活动行启动

近日， 在教育部校外教育
培训监管司、 共青团中央少年
部、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
部、中国科协中国科学技术馆、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办公室等五
部门联合指导下， 中国人民大
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李永乐，
青少年学习心理专家、 清华大
学心理学系学习科学实验室执
行主任宋少卫，作为《给孩子们
的大师讲堂》内容推荐人，面向
家长和青少年分享怎样制定暑
假规划、 如何打造美好的亲子
假期、 如何善用数字产品及健
康触网等话题。 有关内容将在
教育部等五部门的相关宣传平

台，及腾讯微信、QQ、腾讯视频
等 10 余个产品“青少年模式”
下首发播出。

今年 6 月， 在国务院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
《2022 年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重点实事清单》 中，《给孩子
们的大师讲堂》 也入选为重点
实事之一。

自 2021 年 9 月推出以来，
《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聚焦航
空航天、高能物理、文化遗产、
健康教育等领域， 为未成年人
定制优质内容， 制作及收录了
80 集视频节目，受到青少年喜
爱。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

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 中国月
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

“嫦娥之父”欧阳自远，中国科
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 中国文
物学会会长单霁翔， 中国博物
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 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柴晓明，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
舟， 故宫博物院古建修缮中心
原主任李永革 ， 中国天眼
（FAST）总工程师姜鹏，眼科专
家、 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
斌，儿科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原副院长丁洁等嘉宾先后参
与录制。 （张明敏）

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推荐优质课外资源
腾讯《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