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今天是我这一年里面最高兴的一天了，因为我的孩子可以去做手术了。 ’面对国家
能源集团爱心行动的项目人员，张美玉激动地说道。

张美玉一家 5 口人生活在云南省禄丰市中村乡，世世代代以务农为生。 小女儿杨祖昀今
年 7 岁，在去年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 ‘从去年到今年心情都很不好过，经济也是搞不上去，想
出去外面打工又怕娃娃发生意外情况。 ’杨祖昀的父亲杨洪俊无助地诉说着。

2021 年 7 月 27 日至 31 日，国家能源集团爱心行动的项目人员和来自北京的医疗专家在
禄丰市人民医院进行先心病筛查，了解了杨祖昀的情况后，确认符合救助条件，将她纳入了救
助范围。

和杨祖昀一样，受到救助的还有很多患儿。 2011 年，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基金会’）与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社联’）合作开展国家能源集团爱心行动“两
病救助”项目，救助 0-18 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白血病(以下简称‘两病’)的困境家庭儿童。10
年来，项目实施范围已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218 个县，救助“两病”儿童 3 万名，
投入救助资金超过 6 亿元。 因救助金额大、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运作规范，项目
荣获中华慈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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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救助 3万名患儿

国家能源爱心行动为“两病”儿童带来希望

探索：提高“两病”儿童
医疗保障水平

“治疗这种病需要花很多钱，
爸爸妈妈是农民， 为我治病已经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还欠了
亲戚朋友不少钱， 看着爸爸妈妈
经常唉声叹气，我难过极了……”
内蒙古白血病患儿焦旺梅是个懂
事的孩子，但她的遭遇却让人十
分痛心。

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
等大病的费用一般都比较高，一
旦患病，常常会使普通家庭因病
致贫或因病返贫，因没钱看病导
致患儿得不到救治的情况也时
有发生。

为了给这些不幸的儿童和
家庭提供更多帮助，2010 年 3 月
5 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开展农村儿童白血病、
先天性心脏病医疗保障试点”。

2010 年 6 月 7 日， 原卫生
部、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

提高农村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
障水平试点工作的意见》。《意
见》提出，试点工作可先从解决
0—14 周岁（含 14 周岁）儿童患
急性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两
类重大疾病入手进行试点。

根据文件要求，原卫生部对
实施儿童两病的医疗保障做出
了制度安排， 民政部积极倡导、
鼓励和推动各社会组织参与儿
童重大疾病社会救助工作，鼓励
企业为贫困家庭儿童大病救助
进行捐助。

在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贫
困家庭患病儿童救助的大背景
下，国家能源集团积极发挥央企
引领作用，2010 年 12 月 17 日在
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揭牌
之时， 启动首个公益慈善项
目——国家能源爱心行动“两病
救助”项目，主要救助困境家庭
0—14 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白
血病的儿童。

2011 年，国家能源爱心行动
“两病救助”项目正式实施；2012

年，救助年龄扩展至 18 岁。 一场
救助“两病”儿童的大型爱心行
动由此拉开帷幕。

“项目的开展，给这些不幸
的家庭送去温暖和爱心， 也为
建立包括慈善救助在内的我国
全民医保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期待今年工作取得更大成
绩， 亦为国家深化医改和人民
群众健康水平提高做出新贡
献 ! ”对于项目实施的意义，时
任卫生部部长、 现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 农工党中央主
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曾这
样评价。

合作：推进项目
有序、高效实施

“两病”儿童的救助涉及多
个部门， 为能调动各方力量专
业、规范、高效、可持续地实施项
目，国家能源集团爱心行动组建
了领导小组、项目专家组、项目
办公室、地方执行办公室，并制

定了规范的项目流程，力图为两
病儿童提供最好的服务。

领导小组由民政部相关司
局代表、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
会代表、中社联代表、医学（白血
病、先心病）专家等共同组成，作
为项目的领导机构；项目专家组
由项目领导小组邀请知名医学
（白血病、先心病）专家等共同组
成，为项目实施提供医疗技术保
障。 基金会和中社联联合成立了
项目办公室，设在中社联儿童救
助委员会， 全面承担项目的管
理、协调和服务等具体工作。 各
地民政部门或其指定的机构（如
慈善会）是当地项目具体实施机
构， 全面协调项目地相关事宜。
各地合作医院（一般为省级三甲
医院），负责“两病”患儿的手术
治疗。 截至目前，项目合作医院
先后已达 200 余家。

项目办公室通过实地调研，
与各地项目执行办公室、 医院、
患儿家庭等多次沟通，制定了详
细的项目申报、审批、资金拨付、
档案管理流程与标准表格，并开
通项目网站， 实现项目申报、报
表传递核对、审批等网络化便捷
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
领导多次强调，项目运行要坚持
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的原则，
确保受助对象是困难家庭，医疗
救助质量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在项目办公室的支持下，合
作医院不仅调派了专家级的医护
团队为患儿实施手术， 而且主动
深入基层开展筛查工作， 并相继
建立了绿色通道、爱心病房，严格
执行项目协议限价， 积极协调医
保政策与项目救助之间的衔接工
作，保证了患儿的救助质量。

项目各级机构按照项目流
程各负其责，互相支持，搭建起
一个企业通过基金会与社会组

织、合作医院相结合共同参与医
疗救助的平台， 形成了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和医院共同参与的
医疗救助网络。

救助：10年 3万名患儿受助

2011 年 3 月，项目暨贫困家
庭 14 岁以下儿童白血病及先心
病救助工作黑龙江启动仪式在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召开，这是国家能源集团爱心行
动落地的第一个省份。

自此，在领导小组、项目专
家组、项目办公室、地方执行办
公室、 项目医院的共同努力下，
项目在全国各地迅速铺开。

2011 年， 基金会投入善款
5000万元，全年累计救助“两病”儿
童 1236名， 救助范围覆盖 14个省
（市），力度和规模均居国内前列。

到 2013 年 11 月底， 项目已
在 27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同
77 家三甲医院合作， 累计救助
“两病”儿童 1 万名，救助资金达
到 2.09 亿元。

到 2015 年底，项目救助“两
病” 患儿 2万名， 救助资金超过
3.8 亿元，受助贫困儿童及家庭惠
及全国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为进一步做到先天性心脏
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最大限度
避免患儿因未能及时治疗失去
手术机会， 于 2015 年 10 月启动
了“新生儿先心病免费筛查”项
目， 在河北、 陕西省内 11 个县
（市） 试点开展了新生儿免费筛
查工作，截至 2021 年 8 月，筛查
新生儿超过 10 万名。

项目医院也积极投入力量，
成立了以院领导为首的专家队
伍， 对项目信息进行大力推广，
持续开展贫困地区儿童先心病
筛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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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儿童医院下乡筛查 禄丰市人民医院先心病筛查现场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