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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基会“天使之旅”走进甘肃临夏
筛查确诊患儿 121名

蒋园园生活在一个特殊的
家庭，父母都是残疾人，而她和
妹妹也带着一些小缺陷来到人
世间， 在爷爷奶奶的照顾下长
大。尽管生活不易，所幸在蓝天
春蕾的资助下， 她顺利完成了
学业。

大学毕业后， 蒋园园成为
了一名普通的高中语文教师，
用她的话说，“走上了平凡的岗
位，过着平静的生活”。 然而这
一切，看似平淡无奇，却又是那
么地得之不易。

2018 年 4 月 10 日，作为螺
溪中心小学 07 届毕业生，蒋园
园在空军官兵第 15 次向“春蕾
计划”捐赠的仪式上，作为蓝天
春蕾生代表上台发言。

“在我看来，贫寒学子最可
怜的地方其实不是物质的贫
穷， 而是由于贫穷而带来的巨
大压力和深深的自卑。”蒋园园
说道， 而如她这般幸运的还有
成千上万的孩子。

4 月 10 日当天， 空军部
队、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赴江
西省泰和县开展“不忘初心
感恩老区—蓝天春蕾心向党”
活动。 在活动上， 空军官兵第
15 次向“春蕾计划”捐赠，捐赠
资金 1500 万元，重点用在陕甘
宁、赣闽粤、大别山、左右江等
革命老区， 通过援建蓝天春蕾
学校，支持贫困学生上学，开展
教师培训和大龄女童职业技能
培训等公益项目， 推动促进革
命老区及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
扶贫事业， 为老区的学子献上
空军广大官兵的一份爱心。

“不忘初心 感恩老区—蓝
天春蕾心向党” 活动是全国妇
联、空军部队、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具体举措， 也是缅怀先烈、不

忘初心、 感恩老区的实际行动，
更是为实现广大儿童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凝聚合力、创造条件、
多做实事的重要举措之一。 活动
仪式上， 空军首长宣布了 2018
年空军“蓝天春蕾计划”实施方
案。 全国妇联有关领导及空军首
长勉励同学们要心怀理想、立大
志、勤学习，争做乐观坚强、孝顺
父母、尊敬长辈、努力学习、全面
发展的好孩子，用实际行动回报
社会、回报党恩，并向蓝天春蕾
女童代表赠送了书籍。

江西省安福中学高中语文
老师蒋园园作为蓝天春蕾生代
表发言。 她汇报了自己从一个
受资助的贫困女孩、 到完成大
学学业、 回乡担任教师的成长
故事。 表达了铭记党和政府及
社会各界的关怀、关爱之情，立
志当好优秀人民教师， 努力回
报社会的信念和决心。

“春蕾计划”公益项目已开
展 29 年，通过实施“春蕾计划”
—助学行动、成才行动、就业行
动、护蕾行动等，注重资助地区
精准、资助对象精准、资助内容
精准、资金发放精准，形成了关
爱儿童特别是女童教育、安全、
健康的资助服务体系。 空军部
队自 1995 年起， 连续 24 年参
与社会扶贫慈善事业， 与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实施“蓝
天春蕾计划”，共资助 28877 名
儿童完成学业，援建 94 所学校
和 110 个“儿童快乐家园”，对
3910 名春蕾教师及大龄女童
开展技能培训， 帮助 40000 余
名婴幼儿改善营养，救治 1000
余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广大
空军官兵累计从工资、 津贴中
慷慨捐款 1.4 亿元。“蓝天春蕾
计划”已成为“春蕾计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 （徐辉）

2018 年 4 月 12 日，创投公
益联盟启动仪式暨“责任的力
量”公益论坛在北京召开，国内
二十余家优秀创投机构发起的
创投公益联盟正式成立。 自此
中国创投界有了自己的公益联
盟。

创投公益联盟邀请创投委
会长沈志群担任名誉主席。 根
据创投公益联盟第一次会员大
会选举结果， 人民创投担任监
事单位， 母基金管理机构盛世
投资担任理事长单位。

创投公益联盟是由盛世投
资、松禾资本、首钢基金、长江
国弘、德丰杰龙脉、华映资本、
多维海拓、华盖资本、金慧丰投
资、博伟投资、景林投资、昆仲
资本、小村资本、心元资本、熊
猫资本、英诺天使基金、易联资
本、 银芈家族办公室等二十余
家国内优秀创投机构作为发起
单位，共同发起的公益性组织，
旨在发挥创投行业的力量，为
我国公益事业作出应有的贡
献。

近十年来， 追求长期价值
增长、 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社会责任投资理念在资产管理
行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越
来越多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公
司在选择投资标的时， 不仅关

注其业绩表现，还将 ESG 引入
公司研究和投资决策的框架。
所谓 ESG， 指的是环境（Envi－
ronment）、社会（Society）和公司
治理（Governance）。从国际市场
看，正是由于 ESG 投资没有过
分追求回报率， 在投资时会兼
顾具有社会影响力及能够承担
责任的公司或项目， 整个投资
反而会获得更可观的回报，责
任投资的理念和影响力正不断
加强。

同时，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也
越来越受到国内创投机构们的
重视，许多机构已经开展了形式
各样的公益活动和进行公益创
新的探索。 创投公益联盟理事
长、 盛世投资董事长姜明明表
示，在全球技术革命、创新的大
背景下，创投行业要更好地敞开
心胸，为新时代、新经济贡献力
量。 而在公益道路上的自我洗
涤，携手探索，是我们描绘明天
的关键一笔，也是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路径。 一方面，创投公益联
盟将致力于用公益的方式扶持
创新创业；另一方面，用跨界的
资源进行专业化的探索，支持有
助于精准扶贫、环境保护、文化、
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进步与发
展的公益活动，致力于为公益事
业带来创投界的新鲜血液，为社

会发展带来新启示。
“所有的公益都要去解决问

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
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郑
新蓉说，“公益最早产生于人类
最本性的互助，但随着时代的发
展，技术、资本、国家、组织、人力
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

郑新 蓉 做 过一项 调 查 ：
63.4%的教师有支教的意愿，但
实际上有支教经历的教师仅有
17.6%，而教师对于退休后支教
总体来说又持支持态度。 对于
搭建一个公益性教师支援平
台， 郑新蓉期待着创投行业的
介入，通过“资本+政策+专业+
技术”的组合方式去解决问题。

在中国发展简报执行主任
刘忠亮看来， 创投天然具有创
新的基因。 这对于跨界探索公
益新路径具有意义。“但还要注
意一个问题， 那就是公益与商
业化的关系问题。公益和商业，
向左向右，或者怎样结合？这些
都有待时间积累。 创投公益联
盟的成立是件好事儿， 但是在
做公益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专
业度， 从开始搭建平台的时候
就要注重与公益界的结合，共
同探索专业化路径。 ” 刘忠亮
说。 （李庆 ）

2018 年 4 月 10 日，“天使之
旅———甘肃临夏贫困先心病患
儿筛查行动”启动仪式在临夏州
妇幼保健院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主办， 甘肃省红十字会、省
人民医院（天使阳光基金定点医
院）、临夏州红十字会、临夏州妇
幼保健院协办，临夏州副州长魏
贺生主持，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
书长助理兼救助救护部部长周
魁庆， 省卫生计生委党组成员、
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陈明，省
人民医院副院长蔡辉等领导和
红十字志愿者们，以及来自临夏
州六县一市（临夏县、永靖县、和
政县、广河县、东乡县、积石山
县、临夏市）经过摸排筛选和闻
讯而来参加筛查的先心病患儿、
家长，参加了本次启动仪式。

先天性心脏病是一种严重
威胁儿童生命健康的疾病，而临
夏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
过渡地带，是先天性心脏病的高
发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差、省内
贫困人口比例较大，受经济条件
所限，这里的先心病患儿难以得
到及时治疗。 为帮助先心病患儿
早日恢复健康，为西部欠发达地
区提供医疗援助，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甘肃省红十字会联合甘肃
省人民医院共同开展“天使之
旅———走进甘肃临夏贫困先心

病患儿筛查行动”。 本次行动将
在临夏市、 康乐县两个点开展，
对临夏州 0-14 周岁贫困先天性
心脏病患儿发起筛查和救助，符
合救助条件的患儿将在甘肃省
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每位孩子可
根据手术情况，获得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天使阳光基金”国家彩
票公益金 5000~30000 元资助，另
外，甘肃省人民医院为每位符合
手术患儿减免 1000 元。 本次活
动“天使阳光基金”国家彩票公
益金项目出资 100 万元，计划救
助 40-50 名贫困先心病贫困先
心病患儿。 活动当天，来自甘肃
省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在临夏
市妇幼保健院对来自临夏州六
县一市的 180 名儿童进行筛查。
截至 4 月 11 日， 甘肃省人民医
院共筛查患儿 301 人，符合手术
指征的 121 人。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
助理兼救助救护部部长周魁庆
在启动仪式上指出：天使阳光基
金作为“红十字天使计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救助贫困先
心病儿童的重要使命。 基金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已经累计筹集
资金超过 1.8 亿元， 救助了逾万
名患儿。

当天下午，周魁庆基金项目
负责人、甘肃省红十字会赈济救
护处处长张捷以及省人民医院

专家对天使阳光基金历年受助
患儿进行入户探访。

探访过程中，周魁庆亲切询
问孩子术后恢复情况，和孩子们
一起玩耍， 并为孩子送上了玩
具、礼物。

其中被探访患儿小泽（化
名） 家住临夏县新集镇峡塘镇
村，家中共有 10 人，父亲赵大庆
（化名） 外出打工， 母亲陈春丽
（化名）在家照顾家中老小。 小泽
（化名）是位 2 岁的双胞胎宝宝，
四个月大的时候得知患有复杂
性先心病，孪生弟弟小腾（化名）
也是先心病（室间隔缺损、主动
脉瓣反流、三尖瓣反流），由于弟
弟病情严重，于 2017 年 1 月花费
家中积蓄自费做了手术，现基本
情况稳定； 因为家庭条件困难，
对于小泽的手术家里实在拿不
出费用，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
帮助下，于 2017 年 5 月顺利做了
手术，救助金额 3 万元。 在采访
中，小泽的爸爸说道：“经过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的帮助，我的孩子
成功做了手术，再也不像以前嘴
唇发紫、抵抗力利差，动不动就
感冒，现在孩子健健康康活蹦乱
跳，像正常孩子一样，非常感谢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

自 2012 年起，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组织医疗专家队伍，开
展“天使之旅———贫困大病患

儿筛查行动”， 已相继深入西
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黑龙江
等边远地区进行免费筛查和救
助。 今年，基金计划还将走进四
川、云南、广西等更多边远贫困

地区，积极拉动社会资源，减轻
贫困先心病患儿手术治疗的经
济压力， 让广大贫困患儿及家
属感受到人道、 博爱、 奉献精
神，传递正能量。 （武胜男 ）

蓝天春蕾计划
助力老区教育扶贫

创投界成立公益联盟
跨界融合探索公益创新路径

先心病筛查现场 （摄影：付春来/红基会首席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