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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6 月，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制订并报国务院备案的《中
国红十字会向社会募捐和接受捐
助暂行条例》正式发布，对红十字
会开展社会募捐的依据、目的、方
法、注意事项及对捐款的使用等
作了具体规定。各地红十字会按
照募捐条例的规定，采取多种形
式，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募捐活
动。

1996 年 12 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正式
成立，选举组成基金会高级顾问团、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1996年底，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已接受捐赠款物价值2000
余万元。

2015 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加强
顶层设计，相继举办中国红十字会人道资源

研讨会、确定全国人道资源动员工作试点省份、评
选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人道资源动员好项目／好活
动、印发《关于加强人道资源动员工作的指导意
见》，通过举办众筹扶贫大赛、充分发挥地方红十字
基金会的筹资主渠道作用等具体举措，推动全国红
十字会系统人道资源动员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018年全年募集社会捐赠款物价值4.4亿多元人民
币，为人道服务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爱 心

▼2017年10月17日，首届全国红十
字系统众筹扶贫大赛决赛在江西省南昌
市举行，图为参赛队伍一一亮相

▲早期，红十字青少年捐出
零用钱支援灾区

“多了一个血脉相连的亲人”
湖北宜昌24岁小伙完成“生命接力”

本报讯 （雷春桃 徐晗）近
日，湖北宜昌 24 岁小伙袁野在
武汉成功捐献 300 毫升造血干
细胞，成为宜昌市第 31 位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这份“生命的种
子”被第一时间送往西安，用于
挽救一名 30 岁的年轻女性患
者。

源于家庭的熏陶

袁野是宜昌夷陵区人，6 年
前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成为中华骨髓库一名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当时他还在天津上大学，恰
逢当地红十字会到学校开展造
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活动，他便
和班上的二三十名同学一起参
加了活动，填写了造血干细胞捐
献登记表并留下了血样，正式成
为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虽然身边没有人捐过造
血干细胞，但我爸爸有过多次
无偿献血的经历。”袁野说，父
亲助人为乐的行为，深深影响
了他。“加入骨髓库之前，我已
经把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得很清
楚了，希望自己也有机会帮助
别人。”

觉得自己很幸福

今年春节，袁野接到了天津
骨髓库工作人员的电话，称他与
西安一名白血病患者初步配对
成功，询问他是否愿意捐献造血
干细胞 。“没问题！”袁野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

但捐造血干细胞和献血毕
竟不一样，袁野的父母还是有一
些担心。“我捐造血干细胞并不
是一时的热情和冲动，你们要相
信我。”为宽慰父母，他登陆中国
红十字会官网，找了大量成功案
例和他们分享，最终打消了父母
的顾虑。

3 月，体检状况适合捐献之
后，袁野做了一系列准备。一天
吃6顿饭，体重从最初的100斤涨
到了128斤；专门办了健身卡，每
周坚持健身。7月 2日和 3日，袁
野分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 300毫
升。

“整个过程并没有太多不
适，就是身体有点酸和累，医生
告 诉 我 这 属 于 正 常 情 况 。 其
实，完成捐献那一刻，我内心很
激动，觉得自己很幸福。”

“贫穷性肥胖”有了减肥药
美国学校推广水培农场项目，期望实现“食物正义”

经济、种族、政策上的不平
等，会反映在人们的餐桌上。在
美国，贫穷的人通常难以获得健
康食物，比如蔬菜和水果。而长
期食用高热量、低营养的食物，会
带来“贫穷性肥胖”，导致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等不良后果。

自给自足

一项发起于学校、逐步推广
至社区的水培农场项目，正在帮
助扭转这一局面。通过亲手种植
蔬菜，食品不公平的情况有望得
到改善。

几周前，经过一整天的学习，
12 岁的罗斯·奎格利戴着手套，
采摘了一捆捆新鲜的莴苣、瑞士
甜菜、羽衣甘蓝和薄荷。完成这
些事情，她并不需要离开学校，甚
至不需要到户外——在学校室内
的农场就能实现。

奎格利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布朗斯维尔协作中学 (Browns⁃
ville Collaborative Middle School)
的几十名学生之一。过去一年，
他们在三楼的教室里建造了一个
科技与产量齐高的农场。在这个
校园农场中，他们每周都能收获
几十磅农产品，一年四季都是如
此。

农场里的作物是通过水培方
式种植的——在室内，从地板到
天花板之间竖着一排排架子，架
子上摆满了盘子，植物就在这些
盘子里生长，LED灯为其提供照
明。它们从盘子里的纤维塞中长
出幼苗，然后在营养液和水的浇
灌下，逐渐成长、成熟。通过这样
的种植方式，学生们每周都能为
自助餐厅提供食物原材料。

“食物正义”

完成采摘后，奎格利和她的
几个同学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向社区成员卖出了部分收成。这
是一个新的服务项目——每周

“食品盒”服务的一部分，地点设
在学校的门厅。前 34 名顾客每
人都能分到一份新鲜农产品，这
些农产品足够两个人吃一个星
期。三名实习生利用平板电脑处
理订单，其余同学则免费分发以
农场产品为特色的意大利沙拉样
品。

奎格利对农业的热情源于
“青少年为食物正义”组织，这个
仅建立了6年的非营利组织与社
区合作伙伴一起，培训布朗斯维
尔协作中学和纽约市低收入社区
中两所学校的学生，帮助他们成
为更聪明、高效的农民和消费者。

奎格利称农场体验是快乐
的。她认为，这个体验让她知道
了“食物沙漠”这个词，并且帮助
改善了她所在社区的健康状况。

她说:“以前，我们可能每天

只能吃鸡块。现在，多亏了这个
学校农场，我们每天都可以吃到
水果和蔬菜。”

她的校长小格雷戈里·杰
克逊(Gregory Jackson，jr.)在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了“快餐盒”服务。
他说，他最近发现，学校附近仅几
百码的范围内，就有20多家快餐
店。

“一个学生每天三顿都可能
只有快餐吃。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有这么多的学生已经是糖尿病前
期患者。如果没有任何健康食物
作为选择项，又怎么能责怪他们
总吃垃圾食品呢？”

这种情况在美国非常普遍：
食物种类丰富的杂货店总是倾向
于搬到富裕地区。正如明尼苏达
大 学 的 园 艺 科 学 研 究 员 玛 丽
（Mary Rogers）所说：“有钱的地
方就有食物。”

渐进式食品公平

今年 6 月，布朗斯维尔协作
中学的年轻人开始向社区成员提
供打折的新鲜农产品，这些农产
品是在学生建造的水培农场里种
植的。

布朗斯维尔的水培农场和
“食品盒”服务等项目，正是在帮
助缩小上述所说的健康食品获得
的差距。当然，仅仅依靠一两个
城市社区农场，或是学校农场，无
法单枪匹马地改善一个国家的食
品系统——一个由高糖和其他简
单碳水化合物组成的、缺乏水果
蔬菜的食品系统。

受可负担的健康食品短缺影
响最大的，是生活在贫困线附近
或以下的城市居民。数十年的歧
视性工资比率、金融和房地产政
策等因素，阻碍了许多非洲裔和

拉美裔美国人积累财富，种族和
收入之间相互关系的强化，最终
导致了食品不公平，造成的后果
往往是“贫穷性肥胖”，因为高热
量低营养的食品总是更符合低收
入人群的需求。

但是，小型城市农场网络、基
层社区组织以及与全国非营利组
织和营利性企业的伙伴关系正变
得越来越强大。这正在改变贫困
者对食物选择的看法，并让他们
有机会发声，帮助他们获得更健
康的食物。

“围绕城市食品公平的进展
是渐进式的。”纽约市卫生局助理
局长 K·托里安·伊斯特林博士
说。

伊斯特林是食品咨询委员会
的成员，该委员会致力于布朗斯
维尔和布鲁克林另一个社区的食
品与营养相关问题。“这不是一夜
之间就能改变的，但我们正在组
织更多的社区建设，许多社区花
园农民和城市农民已经为此做出
了很多努力。”他说。

伊斯特林表示，以学校为基
础的城市农场建设是促进食品公
平运动的一部分。2015年，美国
农业部对约 18,000个公立、私立
和特许学校进行了普查，发现有
7101 个学校建设了校园农场。
此外，接近一半的受调查学校中
的学生参与了某种农业活动，例
如照管校园菜园、在学校推销当
地种植的产品或到当地农场进行
实地考察。教师将植物学、生物
学、营养学、烹饪和企业营销整合
到课程中，吸引学生参与。

接下来，学校就可以成为整
个社区的中心，带动整个社区克
服阻碍健康饮食的障碍，例如缺
乏或负担不起农产品，没有可靠
的交通工具，以及拥挤或根本没
有的厨房。从布朗斯维尔学校农
场就得出什么能改变世界的结论
还为时过早，但它已经开始改变
学校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当地居
民对健康食品的思考。最近，它
正式更名为布朗斯维尔农业与技
术协作中学。

美国“农场进校园”机构于
2007 年建立，旨在支持上述努
力。该机构进行了数十项研究，
揭示了让孩子们接触健康食物对
公共健康和教育的好处。例如，
在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
中，42% 的学校报告说，在学校增
加菜园后，学生吃到了更多水果
和蔬菜。同样，2017年对24所学
校进行的一项评估报告指出，在
学校学习烹饪和园艺活动的学
生，吃到的水果和蔬菜量是缺少
这方面学习的学生的三倍。

学校带动社区

社区也从中受益。例如，

2006 年在伯灵顿进行的一项关
于解决食品问题的研究发现，当
学校开设农场并组织学生参与
后，社区对食品和营养问题的认
识也有所提高: 当地学校董事会
通过了一项学校食品行动计划，
此后，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健康和
营养政策。

水培和水培系统(植物从水
中生活的鱼的排泄物中获取营
养)已经在纽约市内外的数百所
学校中出现。纽约太阳工程是一
个非营利组织，参与建造了“青少
年为食品正义”项目在纽约的第
一个农场，目前，该工程已经建造
了 96 个水培温室。另一家总部
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非营利机构
Spark-y，也已经在双子城的学校
建造了大约30个大型水培系统，
以及100个小型水培系统。

水培农场带来了额外的好
处。2015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水
培农场产量可能是传统农场产量
的10倍。此外，尽管水培温室农
场的用水量是传统温室农场的
10倍，但却节省了更多能源。

然而，水培农场的启动成本
可能很高——尤其是在学区。

“但幸运的是，为水培农场提
供设备的制造公司，如照明公司，
以及医疗和保健中心，通常会向
学校捐赠设备或资金以提供帮
助。”康奈尔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希
瑟·科拉科夫斯基说。

与大多数传统农场不同的
是，水培农场可以全年运作，让孩
子们可以连续不断地获得农产
品。

科拉科夫斯基说：“学校的水
培农场有助于提高孩子们尝试新
鲜水果和蔬菜的意愿，因为他们
正在学习并参与种植这些水果和
蔬菜。这比说‘来，尝尝这道沙
拉’更有作用。”

目前，布朗斯维尔和纽约市
所有公立学校都已经放假，但这
个农场——以及新推出的每周

“食品盒”服务——将在整个夏季
继续运营，由一名农场经理、4名
带薪实习生和5名学生志愿者负
责。

如今对甘蓝菜情有独钟的罗
斯·奎格利将成为夏季志愿者之
一。学校的水培农场和农产品对
她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希望能把
这些蔬菜带回家一些，甚至让父
母把它带给他们的朋友，将健康
食品和食品公平的信息传播开
来。”

贫穷使人肥胖，但当一个个
校园农场、社区农场建立起来之
后，通过亲手种植蔬菜，每个人都
将有获得健康食品的可能。

（乐天行动派）

▲针对校园农场的全国性调查报告
（图源：national farm to school network）

▲正在校园农场工作的学生
（图源：Robin Lloyd）

▲校园农场的产品
（图源：Robin Lloyd）

“虚拟旅行”为老年人圆梦
78 岁的席尔瓦从未想过有一天她与海

豚共游的梦想可以实现，直到美国一家非营
利组织给她一副虚拟现实(VR)眼镜。

据法新社8月5日报道，作为针对老年忧
郁症、孤独感实验性治疗的一部分，“VR精灵”
计划旨在帮助老年人应对寂寞和社会孤立感，
特别是那些独居或住在养老院的银发族。通
过VR眼镜，老年人可以“抵达”许多从未去过
的地方，也可以“前往”他们人生中最想造访的
景点，甚至感受不曾有过的人生体验。参加该
项目的大部分老年人都因为身体健康或财务
原因无法外出旅行，项目负责人说：“我们真的
很想尝试让他们和世界重新联结。”

“VR 精灵”由一家非营利组织运作，由
迈阿密戴得郡政府资助。随着该项目“虚拟
旅行”目的地的不断扩充，该组织计划为越来
越多的养老院提供VR眼镜。

（环球时报）

整座城市都是他的画布！
7月 29日,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住在

美国旧金山逾 20 年的莫恩(Lenny Maughan)
四年前突发奇想，用GPS定位功能精心规划
慢跑路线，最后画成一幅画。如今，他已成功
画出了 53 个作品，包括墨西哥女画家芙烈
达·卡萝画像。

报道称，精心规划慢跑路线是棘手的过
程，特别是在旧金山这样的城市：你必须找到
安全且风景优美的地方，避开人潮并规划你
要跑完多少小山丘。过去四年，莫恩将这个
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但也将他的慢跑路线变
成了艺术。

莫恩使用运动应用软件 Strava记录他的
路线。目前，他已完成 53个作品，不仅有简
单的心形图，还有复杂的银河战舰。近期，他
完成的墨西哥女画家芙烈达·卡萝画像，还在
美国社交网站Reddit和当地媒体引起轰动。

据报道，莫恩的第一个作品是科幻影集
《星际迷航》中瓦肯人(Vulcan)的手势，灵感来
自 2015 年过世的美国犹太裔演员尼莫伊
(Leonard Nimoy)，他在《星际迷航》中饰演瓦
肯人史巴克。莫恩说：“我只是印出一张地
图，沿着市场街画下手的形状，这样其他手
指、拇指和手腕就容易多了”。

莫恩还画过一个巨大的蝙蝠侠标志，包
围旧金山很多区域，他说：“你慢跑的范围越
大，就越能画出精细的图形。”莫恩创作的卡
萝画像就需跑约46.5公里，花费了约6小时。

莫恩表示，原本并不打算成为跑步艺术
家，但随着路线追踪应用程序越来越热门，开
始注意到慢跑路线形成的图像。莫恩表示：

“这是个开始，但我想要画些不同和具原创性
的作品。” （中新网）

在斯中资企业举办公益马拉松

7月 28日，“缘聚‘一带一路’，共筑汉港
腾飞”2019“汉港杯”迷你马拉松赛在斯里兰
卡南部高速公路延长线第三标段开跑。

当地时间上午 8 点整，随着一声令下，
123名运动员冲出起点。

此次公益马拉松由斯里兰卡道路发展
署、中国进出口银行斯里兰卡工作组、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斯里兰卡分公司联合南部高
速公路延长线的所有中资企业共同承办。比
赛分为两个项目，10公里竞速跑和 5公里欢
乐跑。

斯里兰卡南部高速公路延长线是中国和
斯里兰卡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工程项目之一。

“缘聚‘一带一路’，共筑汉港腾飞”主题
活动是在斯中资企业联合策划组织的系列活
动，活动旨在促进中资企业在斯影响力，树立
中国品牌，促进中斯交流，增进中斯友谊。此
次迷你马拉松为公益性质赛事，收取的报名
费用将全额捐赠给当地一所学校。

（新华网）

尼泊尔患癌儿童向癌症宣战
8月 3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约 50

名身患癌症的少年儿童度过了一个特别的
周末——参加时装表演，勇敢地向社会宣告

“儿童癌症可以治愈”。
参加表演的少年儿童年龄最小的只有2

岁。这些孩子在舞台上开心地表演，让人感
觉不到他们身患疾病。表演现场，10多位癌
症专科医生与孩子们一起走台、唱歌、跳舞，
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13岁的血癌患儿吉尔莫告诉记者，虽然
现在自己不能上学，但每天在家画画、帮妈
妈做家务。“医生说，我很快就可以回到学校
上学。”

尼泊尔健康研究委员会报告显示，尼泊
尔每年新发癌症约3万例。少年儿童常见癌
症有血癌、淋巴癌等。据当地治疗儿童癌症
的专家介绍，儿童患癌的治愈率大大高于成
年人。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