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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ng Connections 向来自世界各地的
领导者、母亲、父母、家庭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开
放

世界。

在您的手机上加入

从您的网络浏览器加入或下载免费的 RD 
Mobile 应用程序以从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
参与 赶上会议

会议 Sessions 将持续 6 个月，让您有充足的
时间赶上您错过的那些。

有关翻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信息。

个人的
程序

个性化您的周末。
翻译

获取您不想错过的课程的提醒 在现场活动期间，将通过 https://
wordly.ai/ 提供 19 种语言的翻译

追赶课程将提供英语、西班牙语、德
语、法语、日语和中文（简体）

社交媒体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和分享活动

# LLLI_65 #CelebratingConnections
付出代价

你能帮助另一位 LLL 领导参加吗？向奖
学金基金捐款

https://www.llli.org/conference‑giving/

https://apps.apple.com/gb/app/eventsential/id611542815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resultsdirect.eventsential.express
https://www.instagram.com/p/CTkLENuDwlk/
https://twitter.com/lalecheleague
https://www.facebook.com/lalecheleagueinternational
https://www.llli.org/conference-giving/?fbclid=IwAR2o2EguqgJ4z4PAbkrjrVIOX3tHk66Qosna6vRIro_bxXNloKwQQxOQKnY


C○nF电子r电子nC电子 乙v电子n吨秒

世界博览会

LLL 自己的市场，出售来自世界各地的 
LLL 集团的商品。

展览厅

想要别针、手提袋、LLL 书籍？这是您找到
它们的地方以及更多

访问我们的赞助商。

以时尚的方式庆祝

从一系列 65 周年纪念 T 恤、帽
衫、马克杯等中进行选择

家庭舞会

https://www.bonfire.com/stor e/
la‑leche‑league‑
国际服饰/

无声拍卖

拍卖将于周五至周一开放，展出范围广泛的
物品。 我们是 LA LECHE 联赛

5000 位领导者在 80 个国家/地区工
作。

65 年
母亲 ‑ 对 ‑ 母亲，父母 ‑ 对 ‑
父母，心‑心支持

https://www.bonfire.com/store/la-leche-league-international-apparel/?fbclid=IwAR2frcRXiQ3xXZK6m9XKFDasPAJp_D8FdhbWRWO2KPolH4gTSOIl1Trb2Xk


电子升电子乙r一种吨一世nG C○nn电子C吨一世○n秒

LA LECHE LEAGUE 65 年回顾

La Leche League International 的执行董事 Zion Tankard 与 La Leche League 的
联合创始人之一玛丽安・汤普森 (Marian Tompson) 一起回顾了过去 65 年。

我们记得茶

Gail Moak，LLL 董事会主席之友和
Joan Crothers, LLL Leader 邀请您加入 La Friends of La

Leche League 我们记得茶



吨一世G电子r秒, 秒Cr电子电子n一世nG 16 哦C吨○乙电子r

老虎是奥斯卡获奖导演的电影
丹尼斯・塔诺维奇。

根据巴基斯坦前雀巢婴儿奶粉销售员 Syed Aamir Raza 的
真实故事改编

（在电影中由宝莱坞的主要明星 Emraan Hashmi 饰
演）
婴儿牛奶行动和#IBFAN（国际婴儿食品行动网络）的

帮助，当他意识到由于他的工作迫使医生推广配方奶粉而
导致婴儿死亡时。

http://www.babymilkaction.org/tigers

http://www.babymilkaction.org/ti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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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演讲者名单和会议标题可能会发生变化。从 10 月 16 日至 18 日，会
议将全天候进行。

Alberto Heart 博士
Pediatra, práctica privada

Co‑Regulación, Apego Y El Desarrollo de Nuestras 
Respuestas Sociales Y Reacciones Emocionales

艾莉森 Hazelbacker 博士
博士、IBCLC、FILCA、CST、
RCST、PPNE

颅骶疗法和婴儿母乳喂养问题

艾莉莎・施内尔
女士，IBCLC

未生育父母的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收养、代孕、LBGTQIA+ 等

阿玛兰特・阿文达诺
生物学博士，博士。恩西亚斯

Leche Materna y Células Madre

安・卡兰德罗
MSN、注册护士、IBCLC

我是留下还是走？

安妮・利瑟・塔博阿达
LLL 法国

我们的 LLL 工作中的公平性、多样性和包容性 我们 
LLL 工作中的个人偏见

奥布里理查森
注册护士 支持发育不全/IGT 的家庭

芭芭拉・尼科尔森
教育硕士，CEIM

婴儿依恋：学习爱的语言

贝奈弗・班达里
LLL 英国

哺乳、爱和语言——这些噩梦终将过去

小鸟迈耶 产后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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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塔尼凯西
法学硕士 以虚拟方式或通过社交媒体与申请人合作

卡洛斯・冈萨雷斯博士
医学博士，儿科

补充食品

卡梅尔温柔 母婴护理

卡门・范德纳比 Devenir une Animatrice de LLL
LLL Réseau pour l'Allaitement

卡罗尔・史密斯

IBCLC
婴儿反流

Carolina Gowland 心理学家 
Constanza Cilley Abogada y 
Magister en Sociologia

阿根廷的人类哺乳和工作

Carolyn Driver‑Burgess
LLLI 董事会联合主席
Linda Wieser LLL 加拿大

LLLI 战略计划

凯瑟琳・沃森・杰纳
学士，IBCLC

患有心肺疾病的母乳喂养婴儿

辛迪加里森
LLL联盟

让应用工作变得有趣

Claude Didierjean‑Jouveau 
LLL 法国

母乳喂养的婴儿和母乳喂养父母的睡眠

达尼亚・阿马多尔
LLL 巴拿马

团队合作：Aspirante, Líder Madrina y Representante del 
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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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cia Narvaez教授博士 进化的巢穴：健康告知的繁荣之路

Devorah Schesch‑Wernick IBCLC 
Johanna Rhys Davies
苏珊・奥尔德里夫
LLLI 章程委员会联合主席

LLLI 政策的作用；尤其是当它看起来什么都没有的时候

Elizabeth Quinn 教授 MPH 
博士

母乳在婴儿生长发育中的作用

Ella Gray Cullen 注册护士，CLC

Jill Rabin MS CCC‑SLP/L IBCLC 
Rachel Murphy RN，CLC

母乳喂养和唐氏综合症

埃尔维拉・日尔曼娜

法学硕士 Trabajando con la 清单

艾琳・诺斯拉普
高铁

出生创伤后的母乳喂养

朱迪塔・马斯特罗托塔罗
教育学学位

在母乳喂养组织中拥有冲突并寻找解决方法

海蒂・古兹曼
LLLI 董事会成员

包容性和外展

海伦・鲍尔教授
理学士（荣誉）、硕士、博士

母乳喂养和婴儿睡眠

海伦・格雷
MPhil IBCLC LLL 英国 Johanna 
Rhys Davies
LLL 英国

母乳喂养与人权

杰克纽曼博士
医学博士，FRCPC

他们在训练中没有教给你的关于母乳喂养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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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母乳喂养，人类最古老和最成功的睡眠和喂养安排以及
我们为什么需要这个概念詹姆斯・麦肯纳博士

博士

Janet Jendron BA LLL 领袖 
Katie Simmons MA LLL 领导者网站等的可访问性

贾罗德教授
约翰斯顿
DNP、CNM、IBCLC

父亲在母乳喂养中的作用

乔‑安妮・埃尔德‑戈麦斯 提供情感支持

乔安娜・麦克尼利
CBE、CBC、CLC、CKCP

Babywearing 支持母乳喂养及其他

José‑María Paricio‑Talayero 
Pediatra 博士

Repercusiones de la COVID‑19 en los derechos de la 
infancia y de las madres y en la lactancia。

朱迪・卡纳瓦蒂
哲学硕士。

对作为 La Leche League 领袖的职业生涯的思考

凯瑟琳
肯德尔‑塔克特
博士、IBCLC、FAPA

倦怠和同情疲劳

凯西・帕克斯
MSN‑Ed、BPsy、RN、
IBCLC、FILCA、CHC、CAHPE

真的有关系吗？乳房手术、损伤、改造和哺乳

凯・胡佛
M, Ed., IBCLC 奶源充足

劳拉・布朗・劳巴赫
IBCLC LLL 西班牙

使用 Active Listening Conectar 
Utilizando la Escucha Activa 进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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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雷尔・威尔逊
IBCLC、RLC、BSc、CLE、
CCCE、CLE

健康基础：母乳、表观遗传学和微生物组

促进母乳喂养和传递信息的惊人障碍，以及绕过、结束和通过
它们的方法丽莎・里根

洛拉・奥纳托 母婴护理

Lori Bryan LLL 美国 
Sarah Quigley LLL 美国

寻找潜在申请人和申请前讨论

卢哈妮西安
理学硕士 温柔的力量

莱莎・帕克
硕士、CFLE、CEIM

为什么依恋很重要

马库斯教授
雷纳托・德・卡瓦略
小儿科，IBCLC，

Destete Comerciogenico

玛丽亚・特蕾莎・奥尔特加

LLL 墨西哥 对话前 Aspirante

玛丽亚・亚斯诺娃
IBCLC, LLL 英国

对LLL英国开设在线产前课程的思考

Sarah Denniston LLL 英国

玛丽安娜・彼得森
教育专家，
法学硕士

Sesión de Práctica o Evaluación

Marianne Vakiener LLL 美国 
LLLI 董事会秘书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有多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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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瓦基纳
LLL 美国，LLLI 董事会秘书 
Linda Wieser LLL 加拿大

使清单实用

玛莎沃克
注册护士，IBCLC

守则 40 年：如何有所作为

梅根欧文兹博士 被宠坏的权利：延迟屏幕和给孩子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Michaela (Misha) Laudiciana 
LLL 领袖

保持申请人和支持领导者的积极性

莫妮卡・特松
Licenciada Psicóloga

Lactancia Materna Como Factor Protector de Maltrato, 
Abuso y Abandono

Mònica Tornadijo Sabaté 
LLL 西班牙
安娜伊莎贝尔巴里加 LLL 西班牙

Conviértete en Líder/Monitora de LLL

南希・莫尔巴赫
IBCLC, FILCA

哺乳期有什么新鲜事

南希・威廉姆斯 MA，
MFT、IBCLC、CCE

母乳喂养和母婴二人组

娜奥米・巴亚姆
ACSW，博士 文化对母乳喂养的影响

娜塔莎・卡普萨莉
LLL希腊

申请工作中的沟通技巧

血腥杀戮
MPH IBCLC

帮助者的同情疲劳：扩展同理心从我开始



秒磷电子一种克电子r秒 一种nd 秒电子秒秒一世○n秒

Nils Bergman 博士，医学博士，公共卫

生硕士，博士
养育科学和 iKMC 研究

佩吉・奥玛拉
学士 国际护理收入运动

雷切尔・康蒂斯
LLL联盟

对 LLL 领导力感兴趣？

露丝・古森斯・利萨雷塔
CLA Lactancia sin Fronteras

形式：Hagamos Que Sea Divertida, Ya Sea en 
Persona o Virtual

莎拉・查娜・西尔弗斯坦
IBCLC, RH (AHG) 母乳喂养和草药 什么是安全的？什么不是？

Shukura Ayoluwa Umi
每小时英里数

非洲裔女性和非二元家庭的孕产妇和哺乳期健康交流需求

莱布
IBCLC, ND 忙碌的哺乳妈妈的营养

威廉・西尔斯博士，
玛莎西尔斯和
家庭

珍妮特詹德龙：采访西尔斯家族

锡安酒杯 认识 La Leche League 国际执行董事



领队申请部

一世n吨电子r电子秒吨电子d 一世n 乙电子C○米一世nG 一种 升电子一种d电子r?

雷切尔・康蒂斯 LLL联盟 对 LLL 领导力感兴趣？

莫尼卡・托纳迪霍
萨巴泰
安娜・伊莎贝尔・巴里加

LLL 西班牙 Conviértete en Líder/Monitora de LLL

秒你磷磷○r吨一世nG 是○你r 升电子一种d电子r秒H一世磷 一种磷磷升一世C一种吨一世○n

浇水
安莱特曼
(RPA)

卡门・范德纳比 Devenir une animatrice de LLL

莫尼卡・托纳迪霍
萨巴泰
安娜・伊莎贝尔・巴里加

LLL 西班牙 Conviértete en Líder/Monitora de LLL

使用 Active Listening Conectar 
utilizando la escucha activa 进行连接劳拉・布朗・劳巴赫

IBCLC
LLL 西班牙

娜塔莎・卡普萨莉 LLL 希腊 申请工作中的沟通技巧

玛丽安・瓦基纳
琳达・维瑟

美国法学硕士

LLL 加拿大
使清单实用

玛丽安娜・彼得森
教育专家 LLL危地马拉 Sesión de práctica o evaluación



保持申请人和支持领导者的积极性米莎・劳迪西娜 意大利

宽○r克一世nG 瓦一世吨H 升电子一种d电子r 一种磷磷升一世C一种n吨秒

洛里・布莱恩和
莎拉・奎格利

寻找潜在申请人和申请前讨论
美国法学硕士

玛丽亚・特蕾莎・奥尔特加 LLL 墨西哥 对话前 Aspirante

辛迪加里森 LLL联盟 让应用工作变得有趣

露丝・古森斯・利萨雷塔 LLL Lactancia 罪
弗龙特拉斯

形式: Hagamos que seadivertida, ya 
sea en persona o virtual

申请工作中的沟通技巧娜塔莎・卡普萨莉 LLL 希腊

以虚拟方式或通过社交媒体与申请人合作布列塔尼凯西 LLL联盟

埃尔维拉・日尔曼娜 LLL 西班牙 Trabajando con la 清单

玛丽安・瓦基纳
琳达・维瑟

美国法学硕士

LLL 加拿大 使清单实用

https://es.wikipedia.org/wiki/Bandera_de_Espa%C3%B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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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参观
https://www.llli.org/conference‑registration/

门票包括访问所有会话 6 个月。请注意，10 月 18 日之后翻译将仅限于英语、西班牙语、德
语、法语、日语和中文

（简化）。上传这些翻译时可能会稍有延迟。

实时翻译将于 10 月 15 日至 18 日提供

使用本网站将美国货币转换为您的货币。

9 月 25 日之前购买的所有门票均可享受提前预订折扣

提前注册：100 美元（美元） 提前注册 LLL 
领导：50 美元
提前注册 LLL 领导者申请人：50 美元

CERP 费用 50 美元

9 月 25 日之后购买的全价票

一般注册：125 美元（美元） LLL 领导人：75 
美元
LLL 领袖申请人：75 美元

CERP 费用 50 美元

奖学金申请必须在 9 月 25 日之前提交

奖学金仅适用于领导者。可在此处找到申请奖学金的申请表，申请截止日
期为 2021 年 9 月 25 日。

https://www.llli.org/conference-scholarship-application/
https://www.llli.org/conference-registration/
https://www.x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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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乙电阻磷秒)

继续教育认可积分申请已提交至
国际泌乳顾问考试委员会。

IBCLC 目前遇到延误，这意味着我们现阶段无法确认
有多少 CEPS 可用以及哪些课程符合条件

定时

会议将在现场会议结束后的 6 个月内保持
可用。在此期间，您可以继续完成您的 
CERPS 翻译

CEPS 测验将提供英语、西班牙语、德
语、法语、日语和中文（简体）

更新

我们将尽快更新网站和社交媒
体，以分享更多关于

可用的 CERP

https://iblce.org/resources/cerp-providers/


米电子电子吨 吨H电子 乙○一种rd ○F D一世r电子C吨○r秒

Carol yn Dr i ve 
Co 主席

LLL 新西兰
艾伦・马特
联席主席
LLL 英国

海蒂・古兹姆
副主席
LLL危地马拉 玛丽安・瓦基纳

法学硕士

美国法学硕士

艾米・肖
掌柜
LLL联盟 谢文奥

意大利

https://www.llli.org/about/whos-who-in-la-leche-league/board-of-directors/#collapse25
https://iblce.org/resources/cerp-providers/


德沃拉
舍施韦恩
LLL 以色列

劳拉
古德温‑里格
LLL联盟

卡罗琳・克雷

美国法学硕士 苏珊・奥尔德里夫

美国法学硕士

约翰娜・里斯‑戴维斯

LLL 英国

欢迎新领导

LLLI 董事会很高兴欢迎我们新任命
的领导者。

闭幕式

加入 LLLI 董事会，参加我们 10 月 18 
日的闭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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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博览会

为您的本地 LLL 预订一张桌子并分享
您的待售物品。

无声拍卖
Tables”将花费 10 美元注册 
https://www.llli.org/
conferenceregistration/

如果您想为拍卖会捐款或知道将向拍卖会捐
款的企业，请联系会议团队@llli.org。

分享你的衬衫

分享一张您 65 周年纪念 T 恤或连
帽衫的照片。或者你有上一次会
议的衬衫吗？我们很想看看 喜欢和分享

喜欢和分享。
帮助宣传

# LLLI_65 #CelebratingConnections

实时推文

关注实时推特提要

@lalecheleague

@
加入我们#LLLI_65

https://www.facebook.com/lalecheleagueinternational/photos/a.415455484602/10159532547044603/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LLLI_65/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CelebratingConnections/
https://www.instagram.com/p/CTkLENuDwlk/
https://twitter.com/lalecheleague
https://www.facebook.com/lalecheleagueinternational
https://twitter.com/lalecheleague
https://www.llli.org/conference-registration/
https://eml-pusa01.app.blackbaud.net/intv2/j/9702386D-6F51-4DE7-8934-95065A3CBB71/r/9702386D-6F51-4DE7-8934-95065A3CBB71_f61d343d-9d8e-4fa0-bd97-6dbf67193356/l/17F744C3-824C-435D-8830-84E095177487/c
https://twitter.com/lalecheleague
https://twitter.com/lalecheleague/status/1438387067910766592?s=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