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BW2021

新闻发布

世界母乳喂养行动联盟(WABA)是一个由个人和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
保护、提倡和支持母乳喂养。WABA每年举办世界母乳喂养周(WBW)活动。这是一个全球性
的活动，旨在就有关母乳喂养及相关议题向社会提供资讯、稳固其地位、并鼓励众人付诸行
动。今年，我们强调保护和支持母乳喂养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如何一起分担这份责任。
#WBW2021的目标

告知
人们保护母乳哺育
的重要性

将支持
母乳哺育确定为首要
公共卫生责任

与个人和组织合作
以产生更大的影响

推动
母乳哺育保护行动以
改善公众健康

基于公共卫生的母乳喂养方式是保护和支持母乳喂养的重要内容，此种方式要求政府和其他
利益相关方协同营造一个母乳喂养友好型环境。
保障所有人的生存、健康与福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政策和实践的适当变革会对哺
乳期父母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保护母乳喂养，我们需要：
• 投资并实施已知能够有效保护与支持母乳喂养的循证政策
• 根据《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和随后颁布的世界卫生大会决议，制定、监管和执行国
家立法
• 对母乳替代品企业的数字营销策略保持警惕，寻找抑制它们的方法
• 促进与卫生系统的跨行业合作，及与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和团体的联系
• 在各级政府、雇主、工会、民间社会组织和社区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 鼓励不同社区主体合作，以帮助保护和支持所有母乳喂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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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世界母乳哺育周

保护 母 乳 哺 育: 一份共同的责任
无论是非紧急还是紧急状况下，母乳喂养都有助于短期和长期的健康、良好的营养和食品安全。
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各群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the COVID-19 pandemic)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而母乳喂养则受到其积极和消极的双面影响。我们保护母乳喂养的同时，也保护了人权，并
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使得人人受益。但是，对母乳喂养的保护和支持在国
家、卫生系统、工作场所和社区等不同层面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国家层面

卫生系统层面

国家层面，在保护和支

许多卫生系统目前无法

持母乳喂养方面缺乏政

为母乳喂养提供有效的

治决心和长期投资，

信息和支持，以及持续

这给创造母乳喂养友好

性的关怀，这使得母乳

型的环境造成了重大障

喂养婴儿的家庭更易受

碍。

到母乳替代品（BMS）
行业的影响。

工作场所层面

社区层面

在世界许多地区, 在业
父母缺少足够的社会保
障, 包括公费拨款的带
薪假期，以及对身为父
母的员工的友好工作场
所规章制度、设施、休
息时间和灵活的工作安
排。

社区内的社会规范和习俗
通常会阻碍母乳喂养最优
化。此外，社区层面缺乏
母乳喂养支持系统，这使
得对母乳喂养的保护，倡
导和支持等干预措施面临
更多挑战。

在本届 世界母乳喂养周 期间, 我们应记得保护母乳喂养是一种共担责任。
为了保护和支持母乳喂养，我们是时候团结起来，向社会提供资讯、
稳固其地位、并鼓励众人付诸行动了。

COPYRIGHT NOTICE: WABA asserts all legal righ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under the Berne Convention over the World Breastfeeding Week Logos and Campaign Materials. This
copyright is subject to fair use, with appropriate attribution to WABA. The logos and materials shall not be used in any way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amages WABA’s reput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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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cations are made (email to wbw@waba.org.my). The logos and materials shall not be used in any event and/or activity sponsored, supported or organised by companies manufacturing,
distributing or marketing breastmilk substitutes, feeding bottles, or teats. See FAQ on www.worldbreastfeedingweek.org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World Alliance for Breastfeeding Action (WABA) is a global network of individuals and organisations dedicated to the protection, promotion and support of breastfeeding worldwide based on
the Innocenti Declarations, the Ten Links for Nurturing the Future and the WHO/UNICEF Global Strategy for Infant and Young Child Feeding. WABA is in consultative status with UNICEF and an
NGO in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ECOSOC). WABA coordinates the annual World Breastfeeding Week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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