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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炽热之心，
关爱患病儿童
Karsten Kallinowsky： 企业家创立了基金会

这

个小女 孩 叫索 菲 亚，绰 号 是
Mulle。2016 年 5 月，年仅三岁
的她死于脑瘤癌。 次年，在她
诞辰那天，这位小女孩的父亲，也就是 Allit
AG 公司的老板 — Karsten Kallinowsky 创
立了 Sophia-Kallinowsky 基金会。 从 2017
年 2 月 26 日开始，这家基金会就致力于
资助癌症儿童和主治医师，并且获得了巨
大成功。
Karsten Kallinowsky 的一片热忱也吸
引他的哥哥 Jochen 加入到这个基金会
(www.ophia.foundation)，Jochen 是巴特克罗
伊茨纳赫知名堆叠盒和工具箱塑料制造企
业的总裁。 因此，大约过了一年，就筹集
到了六位数的款项（欧元）。
个性化的疗法和治疗
这笔款项的其中一部分用于为索菲亚当
时接受治疗的美因茨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科
和青少年医学中心购置了一个 Xcelligence
技术平台。 该技术平台可以快速分析来自
癌性肿瘤的许多细胞样品。
2016 年，德国约有 50 万人身患癌症，其
中大约有 2000 名儿童。 对于成年人，新的
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但是却不能 1:1 运用到
儿童身上。
“ 如 果 说 索 菲 亚 的 死 有什么 意 义 的
话，那就是唤醒了我成立基金会的这个想
法。”Karsten Kallinowsky 说道， “我们希
望帮助这些弱小的病人以及医生。 在未
来，必须要有量身定制的个性化癌症疗法
和专门针对儿童的新疗法。”
该基金 会不仅资助研究，还关注患病
儿童及其家人的幸福感受： “这些孩子勇
敢，拥有异乎寻常的耐心，我们理应为他们
带去快乐，好让他们暂时忘却自己身患重
病这件事。”Karsten Kallinowsky 说道。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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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为例，这家大学
附属医院 组 织了一
次有蓬马车旅行 和
一次冰上活动。
旗下产品和活动
该基金会在万泽
内姆建有自己的一
个葡萄园。 在那
里，每年都会举办三
次活动。 这个葡萄
园也是一 个很 好的
收入来源： 用葡萄
制作出的果汁、甜葡
萄酒和红 酒可对外
售卖 – 最近甚至销
往了中国。 其他基
金会产品，如鼓舞发带、幸运佛陀、绒毛玩
具动物和“Mulle 盒子”，都采用了索菲亚生
前最喜欢的绿色。 募捐方法还包括捐赠和
公益慈善活动，这其中就包括 Allit 在圆顶
酒窖内举办的神秘晚宴。 心愿仍然未了：
建立一个专门针对癌症儿童治疗方法的研
究项目。 Karsten Kallinowsky 介绍了自己的
最新目标：
“我们希望借此在美因茨大学附
属医院设立慈善教授职位。” “毕竟，为
这项研究的每次投资都是一次让患者苏醒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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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私人

爱女索菲亚的夭折之痛让 Karsten Kallinowsky
创立了这个基金会，为的就是帮助更多身患
癌症的孩子们。

产品
弥勒佛（真玉）
弥勒佛给人们带来好运、力量和信心，每个
人不可或缺。
您订购的弥勒佛玉像将由时尚礼盒包装送至
您手中。

索菲亚•卡利诺斯基基金会通过销售基金会特制
产品筹集资金, 用于资助德国美因茨大学医院儿
科肿瘤学。您可以通过购买我们的产品来支持
基金会，你花费的每一欧元都将计入我们的资
助项目

售价：每块 32 欧元

绿色硅胶表带
表带上刻有“Mulle”，代表勇气。
这不仅仅是一个花哨的时尚配饰，更是一个
抗癌的标志。有两种尺寸供年轻人和老年人
使用。

2016 白比诺白葡萄酒

售价：每条 3.50 欧元

“真美”干白
这款“真美”白比诺干白葡萄酒采用从葡萄园精心
挑选的葡萄酿制而成，口感更出色。

联系我们
Sophia Kallinowsky Sti ung
Soonblick 14 ·
55543 Bad Kreuznach

优质葡萄酒 - 含亚硫酸盐– 每瓶含量 0.75 公升
酒精含量：12,5％vol -

可爱的玩具 OPHIA

每瓶售价：280 人民币

这款玩具设计创意来自于索菲亚最喜爱的玩
具。有了这个独特的可爱朋友，希望每个孩
子都能得到更多温暖和舒适。产品尺寸约 2530 厘米。纯棉材质。
售价：38 欧元

电话：+49 (0) 6 71 - 29 19 99
传真：+49 (0) 6 71 - 29 19 09
邮箱： mulle@ophia.foundation
网址： www.ophia.foundation

2016 干型„Seccophia“

捐款账户

现在它变得活力四射！ 当德国起泡酒加入碳酸。这
是来自我们雷恩贝格葡萄的闪光体验。
包含亚硫酸盐 – 每瓶含量 0.75 公升

力量之石

酒精含量 12.5％vol -

这些绿色的力量之石旨在为处于人生低谷的
人们带来更多勇气和力量。上面的雕刻代表

每瓶售价：155 人民币

不同的 寓意 ，如 “Mulle” 代表 勇气 ， 还有
“信心”和“力量”。
售价：每块 10 欧元

COMMERZBANK MAINZ
IBAN DE42 5504 0022 0204 3222 00
BIC COBADEFFXXX
SPARKASSE RHEIN-NAHE
IBAN DE63 5605 0180 0017 1137 62
BIC MALADE51KRE
PAYPAL

葡萄汁„Mullesaft“

椭圆形小 10 x 2.5cm 售价 1.20 欧元

E-Mail mulle@ophia.foundation
中国农业银行

椭圆形大 12 x 5,5cm 售价 1,60 欧元

6230 5202 4003 2145 575

贴纸

金黄色的健康食品。可直接饮用，也可与矿泉水混
合饮用，这是一款健康饮品，不含酒精的茶点。
包含亚硫酸盐 – 每瓶含量 0.75 公升

勇气贴纸尺寸 4.5 x 5.5cm 售价 1.20 欧元

每瓶售价：80 人民币

慈善机构得到承认，您将收到一份有效的捐赠收据。请通
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输入您的完整地址。

预订电话
+49 (0) 671 - 29 19 99

+49 (0) 671 - 29 19 09

mulle@ophia.foundation

shop.ophia.foundation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卡森 •卡利诺斯基

我的故事

关于基金会

幸福时刻

我是卡森•卡利诺斯基，是如此勇敢和快乐的索
菲亚的爸爸。不幸的是，索菲亚去世了。在诊

仅在德国，每年就有约 50 万人患上癌症。 其中约

“暂时忘记癌症这个厄运”，是“索菲亚•卡利诺斯
基”基金会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受影响的孩子和家
长，至少在短时间内能够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刻。

断出罹患脑桥脑瘤（恶性脑瘤）后，经过 18 个
月的斗争，她在这个世界上走完 3 年 2 个月 22
天的生命历程。
我想通过索菲亚•卡利诺斯基基金会帮助诊断患
有癌症的儿童未来可以得到更好的帮助，并给
孩子们带来一些幸福时刻。

2000 名是婴儿、儿童和青少年（截至 2016 年）。
同时，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的开发侧重于最大的目标
群体，迄今为止这些都是成年人。

为此，我们希望利用大自然的力量，与 Winzenheim
的圣梅哈德斯坦酿酒厂合作，每年举办不同的活动。

索菲亚的痛苦向我们表明，经济法律保障资金和研究
流入成人癌症疗法的研发和应用，而用于儿童和青少
年癌症治疗中的资金却经常缺乏。

与癌症的对抗是一个持续且需要不断开拓新道路的过
程，而我们的孩子不应该被忽略。
在这里，索菲亚•卡利诺斯基基金会愿意开始并为儿
童提供新的研究和治疗方法，而这些方法因为缺失有
效的科学证据通常不会被健康保险公司接管。

赞助人马蒂亚斯•荣格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很自豪能够成为“索菲亚
•卡利诺斯基”基金会的赞助人，这对我和我的团队
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TA 照顾那些上天赐予我们的
最伟大的礼物：我们的孩子。”我们经常照顾我们的
孩子，如果他们想吃冰淇淋，或者冰淇淋掉在他们的
鼻子上--这些情况总是发生在我身上，这时父亲通常
会说：“我给你买一个新的！你妈妈肯定也要再吃一
个！”母亲补充说：“我想要巧克力和香草口味的，
我只吃水果冰淇淋！”
这些对我们的孩子来说都是小麻烦。但不幸的是，还
存在一些这些温柔的小生命从未想过的大麻烦，不过
还好，他们一直都在！勇敢的父母，专业的医生护士
以及基金会。他们所做的就像我每天晚上在舞台上所
做的努力一样，就是给大家带去一丝欢笑。

▶ 春季，在“索菲亚•卡利诺斯基基金会”的专用葡
萄园中修剪葡萄藤，然后放入塔尔火焰。
▶初夏，将葡萄园的水果从叶子上取下，这样可以更
好地成熟。之后，我们会在葡萄园里烧烤。
▶秋季，葡萄园精选的白比诺葡萄收获，用于生产基
金会自己的白比诺葡萄酒和干白葡萄酒。 收获后，
我们还会在葡萄园里品尝另一种小吃。
▶另外，我们还会组织趣味晚餐，大篷车旅行团，舞

这些人为了孩子的监控竭尽一切，从不知休息。心中
挂念的永远是孩子！因为他们知道，这世间最珍贵的
便是我们的孩子！

“健康的人不知道他多么富有。”

很高兴成为这些人的一部分！
马蒂亚斯荣格// www.jungmatthias.de

蹈音乐会，和美因茨大学儿童癌症病房 A2 亲属和工
作人员的其他定期活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