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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名阿富汗先心病患儿新疆接受免费治疗
2018 年 7 月 4 日，27 名病情

危重且当前最宜实施手术的阿
富汗先心病患儿及其家长在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
国红基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乘坐由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飞往
新疆乌鲁木齐的航班顺利抵达。
这些孩子将在新疆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接受免费手术治疗。

据悉，该批患儿年龄最小的
只有两岁，年龄最大的 16 岁，来
自阿富汗赫拉特省、 昆都士省、
巴米扬省等 14 个省份。 为保证
治疗工作顺利进行，此次中国红
基会还邀请了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和北京安贞医院的小儿心脏
外科、体外循环、重症医学专家
等组成联合专家组，进行联合会
诊、疑难手术处置等。

据了解，由于阿富汗近年来
局势一直不稳定，以及受基础医
疗设施和条件制约，阿富汗当地
民众特别是儿童的生命安全和
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阿富汗红新
月会提供的数据表明，该国约有
7000 名先心病儿童等待救助，人
道需求十分强烈。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的部署，2017年
8月 26日， 中国红十字援外医疗
队在阿富汗喀布尔皇家医院
（Kabul Royal Hospital）开展先天
性心脏病儿童筛查，并将 21 名当

地患儿转运至中国进行免费手术
治疗， 此举也标志着“天使之
旅———‘一带一路’大病患儿人道
救助计划阿富汗行动”正式启动。

该项目由中国红基会丝路
博爱基金资助，计划在阿富汗开
展针对 0~7 周岁儿童的先心病
筛查行动，一期计划救助 100 名
先心病患儿。 此次赴新疆接受治
疗的儿童为该项目救治的第三
批先心病患儿。 今年 6 月 15 日，
第二批 25 名阿富汗先心病患儿
在新疆接受治疗后顺利回国。 剩
余 27 名患儿也将在年内转运来
华救治，从而实现救助 100 名阿
富汗先心病患儿的目标。

5 岁的阿替法（音译）来自阿
富汗巴米扬。 今年 5 岁的她在三
年前被发现患有先心病，但在阿
富汗目前只有一家医院可以做
简单的先心病手术，但是因为孩
子病情比较复杂，家里也没有钱
带孩子去邻近的国家做手术，因
此孩子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及时
救治。

3 岁的阿哈马德·法利（音
译）情况也基本类似，由于国内
医疗条件较差，加上家庭经济情
况不好，也没有办法得到及时治
疗。 与同龄人相比，这些孩子看
上去都比较瘦小，且精神状态也
不是很好。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些孩

子的家长都很激动且充满感激。
“一下飞机我们就感受到了中国
人的热情，我在阿富汗的时候从
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热情。 通过中
国红十字援外医疗队的筛查，我
们感觉很幸运能够来到新疆接
受免费的手术治疗。 我们希望孩
子在接受手术之后能够像同龄
人一样健康成长。 ”

根据安排，7 月 5 日一早，27
名阿富汗先心病患儿在新疆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全
面的身体检查， 包括彩超检查、
CT 检查等， 为专家会诊做前期
准备。 当天下午，外邀专家和医
院的医生团队一起进行会诊讨

论， 根据 27 名患儿的病情制定
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7 月 6 日，根
据手术排期，医院首先为 9 名阿
富汗患儿实施手术治疗。 第一台
右侧小切口手术历经 5 小时顺
利完成，患儿目前已返回 ICU 进
行术后观察。

为支持该项目的开展，新疆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做了
充足准备。 除安排多间病房接收
这些患儿及其家长，医院还安排
了多名具有丰富经验的医护人
员为患儿提供全天候服务，为手
术做好保障工作。 此外，为保证
与患儿及家长进行良好沟通，此
次中国红基会还向社会招募了

两名志愿者担任全程翻译。
这两名志愿者均来自阿富

汗，目前在中国留学。 他们对于
“天使之旅———‘一带一路’大病
患儿人道救助计划”也表示非常
赞同。 Amini Mohammad Hussain
告诉记者，阿富汗国内医疗条件
比较差，目前全国只有一家医院
能够开展心脏病手术，而对于普
通的阿富汗家庭来说医疗费用
负担十分沉重，大多数家庭无力
承担。“作为一名阿富汗在中国
的留学生，我很高兴看到该项目
的开展，其帮助了很多阿富汗家
庭，让这些患先心病的孩子能够
健康成长。 ”

在去年 8 月开展的救助行
动中，中国红十字援外医疗队队
长、中国红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孙硕鹏曾谈道，中国红基
会在先心病儿童筛查救治领域
拥有丰富的经验，所发起的以救
助包括先心病患儿在内的红十
字天使计划已经实施了 10 余
年，阿富汗先心病儿童筛查救治
行动将借鉴红十字天使计划的
成功模式，与阿富汗红新月会合
作，积极筹集资金并动员合作医
疗资源，组建国内儿童先心病专
家团队。 该项目还将根据阿富汗
大病患儿的救助需求持续组织
进行， 未来还将考虑救助能力、
技术等支持。 （皮磊）

网信集团成立“关爱基金”
力行公益关注留守儿童

2018 年 7 月 3 日，网信集团
携手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
基金会在京联合启动“关爱·力
行———1 分钟， 只为你” 公益活
动，旨在更好地关心留守儿童的
成长， 推动留守儿童问题的解
决。 活动现场，双方举行了“中国
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关
爱专项基金”（以下简称“关爱基
金”）成立签约仪式，由网信集团
捐赠首批启动资金。

留守儿童问题亟需解决

在 2016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对于农村
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双方外
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
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
同生活的不满 16 周岁农村户籍
未成年人。 据民政部、教育部、公
安部 2016 年在全国范围内对农
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显
示，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
902 万人。

留守儿童问题是不容忽视
的社会问题。 留守的少年儿童正
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
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
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
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

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
偏离和个性、 心理发展的异常，
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
道路。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副秘书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健
康体育基金会理事长郝毅发表
致辞称：“留守儿童逐渐成为备
受社会关心的群体。 帮助留守儿
童健康成长，不仅会对留守儿童
的个人人生产生重要影响，而且
也对提高未来的社会发展水平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信集团董事长李焕香在
启动仪式上表示：“网信集团一
直积极践行公益事业，关心青少
年公益事业的发展。 此次与中国
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合
作成立‘关爱基金’并发起‘关
爱·力行———1 分钟， 只为你’公
益活动，不仅希望能直接给广大
留守儿童身心上的帮助，更希望
通过发挥自身的互联网科技手
段优势，汇集更多普通人的点滴
力量参与此次活动中。 营造全社
会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
社会氛围，为发展中国的公益事
业贡献一份力量。 ”

网信集团探索解决方案

郝毅表示，“关爱基金”的成
立，旨在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开展

关爱留守儿童的多种形式的公
益活动，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成
长，为他们在德、智、体、美、劳的
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把他们培养
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一代新人。

“关爱基金”的口号是“一
切为了下一代”、“关之爱，力于
行”。谈及“关爱基金”具体如何
执行，李焕香表示，将开展多种
形式的公益活动，例如，关爱留
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开展国
内外交流活动， 引进先进的理
念、技术、产品，促进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 开展关爱留守儿童
法制安全教育， 确立青少年健
康服务安全责任体系； 组建关
爱留守儿童及青少年健康标准
科研、科普基地；关爱留守儿童
身心健康发展， 建设青少年活
动中心； 关爱留守儿童心理辅
导教育，建设青少年体质监测、
医疗基地；开展人文关爱活动，
举办多种形式的公益展览、展
示、论坛、培训活动等。 ”

此次网信集团启动的“关
爱·力行———1 分钟， 只为你”公
益活动，在关注留守儿童，解决
留守儿童问题的同时，对活动的
形式进行了创新，利用互联网手
段， 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
如原创歌曲、短视频创作互动方
式让青少年加入到公益活动钟

来，更好地扩大关爱留守儿童的
影响力。

据李焕香介绍，活动主要通
过高校学生、 明星粉丝为圆心，
覆盖 100 万高校学生群体及
2000 万明星粉丝群体。“力行 1
分钟”即：利用年青人对于明星
喜爱， 以及明星的示范效应，通
过在校园中面对面的互动，推动
正确的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从
而更进一步地使留守儿童群体
得到更好的关爱。

最终， 将通过在高校组织
“关爱·力行———1 分钟， 只为
你”线下嘉年华公益活动，汇聚、
号召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同时，
将借助移动互联网的力量，发动
广大线上用户和网民为留守儿
童进行线上助力，广大网民只要
花 1 分钟时间，就可以为远在他
乡的留守儿童送去一份心灵的
关爱。

除了关注留守儿童，网信集
团多年来也在积极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并鼓励员工个人积极参
与公益行动，同时为相关活动提
供必要的支持。 截至 2017 年底，
网信集团通过众筹网、网信累计
支持 4000 余个公益项目， 筹资
额超过 7421 万元，参与公益行动
的投资 43 万人次， 覆盖精准扶
贫、青年创新、爱心环保、教育助
学等领域。 （李庆）

� � 网信集团董事长李焕香（左）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
书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理事长郝毅在“关爱基金”签
约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