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这是 2020 年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意思是说不应该让那
些为社会做过贡献的人身处悲境，死于黑暗。 这句话放在尘肺病农民问题上也是合适的。 ”

这是大爱清尘最新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0）》中，大爱清尘发起人、大爱清
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克勤在作序时写下的一段话。

回望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社会进步，城市发展，工业强盛。 背后没有一处不是农民工、底层工人、
劳动者在辛勤劳作。 “尘肺病农民正是这样的抱薪者，是为中国的城市工业社会经济建设付出了健
康和血汗的中国人。 ”王克勤感慨道，“每一个人都是人，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获得尊严和保障。 不让
曾经为社会现代化建设奉献自己的人卑微、艰难地活着，不让尘肺病农民及其家庭‘冻毙于风雪
中’，这是大爱清尘一直持续不断呐喊奔走的原因，是我们要做或者正在做的事情。 ”

截至 2020 年底，大爱清尘成立 9 年来，通过救援累计救助尘肺农民兄弟 5944 人次，为呼吸困
难的尘肺农民发放制氧机 5435 台，帮助 14017 人次的尘肺家庭孩子重返校园，大大地减轻尘肺家
庭的经济困难。 伴随着尘肺康复项目的推进，截至 2020 年底，大爱清尘康复中心共开展活动 1249
次，累计服务人数 23828 人次，建立健康档案 1877 份，使得尘肺农民得到了适当的康复指导和医
疗服务。

“单独的救援远远不足以满足全国 600 万尘肺兄弟的需求，推动国家政策性救助、制度性遏止
尘肺病，才是解决中国尘肺病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 ”9 年来，大爱清尘通过发布年度《中国尘肺病
农民工调查报告》、提请有关尘肺农民保障乃至职业病防治方面的建议案、在两会前夕举办研讨会
邀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尘肺农民“发声”等一系列努力，“三架马车”开足马力，助推尘肺病
等职业病领域相关法规、政策的出台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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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清尘：
推动政策出台，助力解决尘肺病问题

■ 本报记者 张熙

尘肺病患者家庭
面临资金困境

尘肺病是在职业活动中长
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并在肺内潴
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
维化为主的疾病，不可治愈且病
情逐年加重。

大爱清尘最新发布的《中国
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0）》
显示，尘肺病患者家庭收入整体
非常低，年平均值为 17246.9 元。
如果以患者、其配偶，以及家庭
平均赡养的 1.66 位老人或子女
来粗略估计，尘肺家庭人均月收
入仅为 392.7 元。

2020 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
强总理指出， 中国有 6亿中低收
入及以下人群， 他们平均每个月
的收入仅 1000 元，尘肺病农民工
及其家人的收入远低于这个数
字。 尤其是在疫情背景下的 2020
年， 更是有 80.2%的尘肺病农民
工家庭入不敷出， 高达 61.8%的
尘肺病农民工家庭有欠债。

经济问题成为摆在尘肺病

患者面前的困难： 支出增加，收
入锐减，这导致了许多人有病没
钱看，有病不敢看，病情难以得
到及时有效干预。 据大爱清尘调
查数据显示， 受访者中 33.7%的
出现过不遵医嘱住院的情况，而
问到没有住院的原因，有超过四
分之三的患者直言“住不起”。

由于尘肺病是职业病，不属
于新农合医保范围，只能走工伤
保险。 但由于流动性大、劳动关
系鉴定难等原因，无法出具劳动
合同成为尘肺病农民工进行职
业病鉴定时一直不能逾越的坎
儿。 这使得大多数人无法拿到职
业病诊断，进而无法得到应有的
工伤保险保障。

不让尘肺病患者
“冻毙于风雪中”

将在生死线上艰难挣扎的
尘肺病农民工送进大爱清尘定
点医院，使其获得及时、规范、系
统的专业治疗，这是大爱清尘救
援工作的基础项目。 项目内容是
给每一个符合救治条件的尘肺

农民工提供 1 万元的救治费用，
让尘肺农民兄弟通过正规的医
疗救治缓解痛苦、延续生命。

在基础救援行动的基础上，
大爱清尘开展了救命、 康复、助
学、助困、救心、创业、制氧机七
个板块相结合的立体化救援。
2020 年，大爱清尘收到来自社会
公众捐赠善款共计 30092466.92
元， 累计在全国 20 个省份探访
尘肺病家庭 610 次，实施医疗救
助 1369 人次； 在全国 22 个省、
直辖市 、 自治区发放制氧机
1086 台（其中康复中心 8 台），
缓解了呼吸困难的尘肺病患者
的生理病痛， 延续他们的生命；
全年助学 2579 人， 让尘肺家庭
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孩子能够
重返校园。

提出建议案
助推政策改变

“尘肺病患者的数量，保守
数字在 600 万，一个人最低需要
1 万元的经济救助， 那就是 600
个亿。 没有一个公益组织能筹得

了。 而 600 亿，也只是满足他们
的规范治疗，没法解决他们一辈
子的问题。 ”王克勤说，“推动国
家政策性救助、制度性遏止尘肺
病，才是解决中国尘肺病农民问
题的根本出路。 ”

自大爱清尘创立之初，推动
国家出台立法和政策就是大爱
清尘的目标。 为此，大爱清尘做
了很多努力。

从 2012 年 1 月 6 日向国务
院法制办提交大爱清尘对《职业
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修订征
求意见稿）》的修改建议开始，大
爱清尘便数年如一日持续递交
尘肺病治理的政策建议，以期推
动尘肺病问题的制度性解决。

为了保证政策建议的准确
性与实用性， 大爱清尘同时进行
了大量相关调研及研讨。《中国尘
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 就是大爱
清尘通过走访调研全国多个省份
的尘肺农民而得出的年度调查报
告，截至 2020 年已经推出整整 7
本。这 7本白皮书，可以比较全面
地呈现中国当代尘肺病农民问题
的现状与问题所在。

数据的支撑再加上大爱清尘
的大力宣传和推动， 尘肺农民这
一特殊群体受到越来越多社会的
关注， 国家出台了多项针对性政
策， 尘肺病农民问题的法制环境
已有显著提高。2016年 1月，国家
卫计委、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十
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民
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2016
年底出台了《国家职业病防治规
划（2016-2020）》；2019 年 7 月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 10 部门联合制
定“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
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站在国家战
略和国家行动的高度， 布局和安
排尘肺病的救治和预防问题。

2021 年，大爱清尘持续关注
《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设立专
项资金保障尘肺病农民工、 将再
就业作为职业病康复目标、 乡村
振兴环境下如何保障丧失劳动能
力人群、 以工伤保险资金用于扶
持小微企业开展职业卫生工作等

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案。

两会代表、委员
为尘肺农民“发声”

从 2012 年起，大爱清尘在两
会前夕会邀请多位全国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与专家学者，为尘
肺病农民建言“发声”。 今年，大
爱清尘 2021 年“推动解决尘肺
病农民问题” 研讨会如期举行。
在大爱清尘的不懈努力下，越来
越多的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在了解尘肺农民工现状后，
都相继提出了各类议案、提案。

“还有许多尘肺病患者不能
得到有效医治， 这是非常可惜
的。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无锡市
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多年来
从事尘肺病治疗工作，他呼吁要
为尘肺病病人建立一些必要的
救助保障。 为此，他在今年全国
两会上提交了关于修改《职业病
防治法》的议案。 同样关注《职业
病防治法》修改的还有持续关注
中国尘肺病农民问题九年之久
的全国政协委员严慧英。

针对尘肺病农民工文化程度
普遍偏低，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
的个人防护意识严重不足的情
况，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电影导演
贾樟柯呼吁在义务教育阶段相关
课程中增设职业健康教育内容，
并在两会期间提出《关于将职业
健康教育课程纳入中小学义务教
育的建议》的议案。

从小长于煤炭大省山西的贾
樟柯表示， 虽然很多工厂都配备
了防尘口罩， 但缺乏预防常识导
致很多患者病发后才追悔莫及。

贾樟柯认为目前的职业健康
教育还不够完善，如尘肺病的知
识普及率就不高。 如果在义务教
育阶段普及职业健康知识， 保证
劳动者掌握基本的职业健康常识
及防护知识， 提高对职业病危害
的认识， 以使其面对职业危害能
够准确识别， 并有效地进行自我
保护，这对从源头上防止职业病的
发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爱清尘 2021 年“推动解决尘肺病农民问题”研讨会召开（受访者供图） 大爱清尘志愿者入户探访尘肺患者（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