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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鹰：
医生做公益面临的矛盾与坚持 ■ 本报记者 于俊如

忙碌的医生
遇上耗时费力的公益行动

“要不停一停，缓一缓吧”。
2019 年新年，在为一位藏族脊柱
侧弯小患者做完手术的第二天，
刘海鹰第四次躺在手术台上，身
心俱疲的想着。

对于刘海鹰个人而言，作为一
名医生， 尤其是一名科室主任，一
方面平日的医教研任务已经非常
繁重，几乎周一到周五从早到晚都
在医院， 周末又要去偏远地区义
诊， 等回到家已经是周一凌晨，睡
几个小时新的一周就又开始了。家
人，尤其是女儿就会不理解，为什
么别人的爸爸都能陪着自己的孩
子， 但她的爸爸似乎一直在工作，
抱起那些患儿的次数远比抱起她
的次数多。 另一方面，因为高负荷
的工作，刘海鹰的身体每况愈下。

作为医生，刘海鹰知道脊柱疾
病最需要的是休息，但看到那么多
等待的患者，他真的没有办法说服
自己停下脚步。可能也因为自己本
身是一名患者，承受着颈腰椎疾病
的苦，才更理解患者的苦。

除此之外，刘海鹰认为能坚
持做下来的动力，还来自背后的
团队及患者的支持，尤其是已经
故去的“生死之交”刘德音老人
和中科院郑儒永院士，被他视为

“前行路上的指路明灯， 一生追

随的榜样”。
从团队来讲， 北京海鹰脊柱

健康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
会”）的主体是北大人民医院脊柱
外科团队， 也是近几年才有了专
职的工作人员， 之前完全是医务
团队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义务在
做事。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不仅利
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与刘海鹰一起
下乡义诊、筛查，很多时候，救助
的患儿来到北京之后， 他们都会
自费给那些患者、 孩子们购买生
活物品、赠送礼物，准备餐食……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而刘德音老人和中科院郑
儒永院士， 从最初因为治病结
识，到病愈后做志愿者，还捐钱
捐遗体。 尤其是郑儒永院士，除
了先后捐赠的 30 余万元之外，
还用毕生积蓄 150 万元设立“郑
儒永黄河奖学金”， 用于激励青
年科研工作者的前辈。

用刘海鹰的话来说，“这两
位可敬的老人，都是我前行路上
的指路明灯。 作为医生，我为这
样的患者感到自豪，作为基金会
的一员，我永远感激他们。 这样
的榜样，让我一生追随。 ”

医生的专业性
与公益的专业性运作

“这几年，基金会逐步走向
专业化运营， 这对于一个医生，

一个手术匠来说，难度不小。 在
医疗方面，我可能有了一定的成
绩，但在公益领域，我还是一名
学生， 还在摸索与学习之中，希
望与团队共同成长。 ”刘海鹰说。

刘海鹰认为，基金会在运作形
式上比较特殊，“专业”“专注”“专
心”是最主要的特点。具体来讲，专
业指的是基金会作为一个纯专家
技术型基金会，以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脊柱外科团队为依托，在学科专
业性方面有较高保障；专注则是指
基金会运作九年来，专注于在脊柱
健康领域发挥自己的力量，将“推
动全民脊柱健康”这件事情做到极
致；至于专心，是指专心、用心做
事， 我们专心做好每一个项目，用
心对待每一位患者。

“在脊柱健康领域，我们奉
行一生做好一件事， 专心很重
要。 ”刘海鹰表示。

在刘海鹰看来，这种特殊的
模式保证了基金会在脊柱健康
领域的专业性， 确保了义诊、教
学、救助、筛查的质量。 同时，也
因为有自己的医疗团队，救助时
能够确保在救助前深入了解每
一位患者的家庭以及疾病的实
际状况，做到针对性的“手术+康
复”具体病情具体分析，术后与
患者的联系也不会就此终结，例
如之前救助的一位藏族患儿小
拥忠，术后 4 年了，基金会仍然
在为她定期邮寄抗结核的药品，
帮助她康复。

但这样特殊的运作模式，也
会带来一些困扰。 刘海鹰觉得作
为一群医生，可能做得比较多，但
作为一家基金会， 在公益行业的
专业性上可能还需要继续摸索。
如何探索出一条医疗以外的可持
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可推广、可
复制的将项目模式推出去， 可能
是日后的重点工作之一。

另外在筹资方面，基金会的
启动资金全部来源于团队成员、
病友及其家属捐助的善款，在过
去九年里， 一直是这样的模式。
这些爱心人士为基金会的发展
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如大家所
知，脊柱手术是“高风险、高费
用、高技术含量”的“三高”手术，
尤其是救助的很多重症患者，难
度更大、耗材更多，相应的费用
也就更高，而在很多地方，脊柱
矫形术的报销比例还是相对较
低，有的患者一次救助费用就高
达 30 多万。

“相同的金额我们能救助的
患者、产生的项目成果相对来说
较少，所以筹款一直是我们的瓶
颈。 ”刘海鹰坦言。

转变思维
往更专业化的方向去努力

九年里，基金会的项目运作
越来越深入，由最开始的“医生
做一些好事”慢慢转变为开始思
考项目的公益性，思考项目如何
来反推社会以及政策的发展。

“我们正在学习着、 尝试着转变

自己的医生思维，往更专业化的
方向去努力。“刘海鹰介绍道。

据介绍，九年来，基金会由最
开始的贫困重症脊柱疾病患者救
助发展到偏远地区义诊、 基层医
生培训。2018年，又增加了青少年
脊柱疾病筛查项目， 从治疗到传
授治疗的“工具” 再到疾病的预
防，希望能从多方面着手，推动国
内脊柱外科的发展， 帮助更多人
远离脊柱疾病的困扰。 这与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 年开始的
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
监测中， 将脊柱弯曲异常作为一
个检测指标的行动不谋而合。

对于未来的发展，据刘海鹰
介绍，日前国新办举行的《“十三
五”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情况
发布会》透露“十四五”期间医疗
行业的重点任务，其中将“互联
网+医疗健康”发展提上日程，这
也极大地启发了他，日后可以借
助新媒体平台开展一些线上问
诊、预防科普的直播活动。

未来， 基金会将重点放在
“共筑脊梁、重在预防”项目上，
加大脊柱疾病的宣教力度，唤醒
人们对脊柱健康的关注，增强防
病、治病和自我保健能力；在青
少年群体中筛查出早期的脊柱
畸形患儿，从根本上减少重症脊
柱疾病的发生。

这一举动不仅响应了“2020
健康中国战略”的号召，适应国
民健康需要，转变卫生事业发展
模式，从注重疾病诊疗向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转变，实现关口前
移，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讲，减少
重症脊柱疾病患者，也为减少国
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做出贡献。

另外，刘海鹰计划推出一些
类似于“脊柱健康手册”“三分钟
脊柱健身操”等公益产品，这种
日常易操作的方式可能更易于
项目的推广。

同时，也计划将青少年脊柱
健康筛查项目的流调数据形成
诊疗指南、 医学论文等科研成
果，为建立脊柱侧弯地区概率模
型奠定基础，为国家卫生、教育
部门对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生的
防控提供数据支撑，为制定脊柱
侧弯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助
力国家医疗及学科发展。

利用休息时间，刘海鹰和团队一起下乡义诊、筛查

““� � ‘我会把 15 万美元奖金全部用
于贫困地区脊柱病患儿的救助与筛
查。 ’2020 年 2 月 20 日， 在第十五
届 ‘爱心奖 ’颁奖典礼的现场 ，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 北京
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刘
海鹰郑重承诺。

作为 8 名获奖人之一， 主办方
在刘海鹰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他从 2001 年就带头组建中国最
早一批脊柱外科，推动脊柱疾病
的治疗；2011 年创立内地唯一专
注于脊柱疾病的基金会；为实现
‘解除患者疾苦，救死扶伤’的誓
言，年均手术达 800 台以上，成
为内地“单人脊柱手术量最多、
手术并发症最低”的医生。 8 年
来， 带领团队利用周末和节假
日休息时间深入贫困地区 ，足
迹遍 16 省 43 个县市； 全国
建 17 个 脊 柱 疾 病 救 助 中
心，先后为 6000 多名山区患
者义诊。

短短一段话 ，似乎涵盖
了刘海鹰及其团队携手走
过的九年之路 ，但是在这一
串数字背后 ，却难以隐藏其中
的艰辛与困苦 ， 以及因为时
间 、精力 、情感等带来的矛盾
与坚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