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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刚刚好

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
联合爱心力量为“不完美”正名

深耕微笑公益
为“不完美”正名

在我国，大约每 600 名新生
儿中就有一名出生时罹患有唇
裂、腭裂或者唇腭裂。 唇腭裂发
病机制非常复杂， 多因素叠加
才能在临床上表现出唇腭裂的
畸形。 截至目前，循证医学并没
有证据支持唇腭裂的发生和母
亲有直接关系。 然而，在很多地
区，来自家庭和周遭的舆论压力
普遍压到了唇腭裂孩子的母亲
身上。在经历过怀胎十月的艰辛
与分娩的危险后，面对孩子嘴唇
上的“缺口”，母亲们也大多会陷
入深深自我怀疑与自责。

开展“微笑公益行动”31 年
来， 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已经
免费救助超过 75000 名唇腭裂
患者。 在这过程中，微笑明天的
志愿者们亲历过太多唇腭裂患
儿母亲的泪水。 也正因为如此，
微笑明天坚信， 孩子的微笑是
母亲最好的礼物。

于是， 当今年“世界微笑
日”遇上“母亲节”，微笑明天希
望能够链接多方资源， 为妈妈
们“松绑”：不要让嘴唇上的这

一小小的缺口， 变成孩子成长
中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 也不
要让其成为妈妈心里终身的一
道疤。 每个人都不完美，而恰恰
是各种各样的不完美， 才让我
们在这个世界上与众不同。

线上线下相呼应
为公益主题发声

这一公益主张很快获得了
公益伙伴、明星、爱心企业的响
应。 在线上，阿里巴巴公益、腾
讯公益、支付宝公益、微公益、
字节跳动公益、 哔哩哔哩公益
等互联网公益伙伴给予项目广
泛的传播渠道； 陈妍希、 郑希
怡、 倪虹洁等明星积极参与视
频录制支持；亲宝宝、粉象生活
等电商平台为主题活动开放多
种形式的声量传播。 此外，超过
20 名互联网母婴垂类达人、博
主积极在多互联网社交平台为
本次公益主题发声。

在线下， 亲宝宝、 海康威
视、星巴克、玫琳凯、兰芳园等
爱心企业通过义卖等形式参与
到今年的世界微笑日。 在位于
杭州市滨江区的海康威视集团
园区，员工们积极参与到“微笑

明天”公益产品的义卖活动，包
括渔夫帽、 帆布袋、T 恤、 遮阳
伞、马克杯、太阳镜在内的百余
件公益周边产品受到了员工们
的青睐，大家纷纷支持购买，将
善款捐入腾讯公益“兔唇宝宝
的微笑”项目。 在位于萧山区的
微笑咖啡屋， 微笑明天慈善基
金会特邀来自浙江省婚姻家庭
纠纷化解品牌工作室的全国妇
女儿童维权先进个人潘月新老
师，为社区妈妈们带来“不完美
妈妈·不完美小孩” 主题讲座，
鼓励妈妈们接纳不完美的孩
子、修正不完美的自己。 在西湖
区， 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联合
亲宝宝、 杭州公益小天使开展

“不完美刚刚好” 彩绘公益活
动。 小天使们带着画笔和白色
T 恤来到竞渡社区、蒋村花园社
区，和社区居民们互动，通过主
题绘画的形式在 T 恤上创作。
在上城区， 微笑明天慈善基金
会联合星巴克开展“不完美·刚
刚好”公益彩绘活动，希望把这
一份心意送给唇腭裂家庭。 让
我们一起微笑，共创美好明天。
彩绘后的 T 恤等物品都将通过
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送到一户
户唇腭裂家庭中。

强化自身建设
为行业和人才建设赋能

从缺憾到完整， 从探索到
坚持，一直以来，微笑明天持续
完善内部治理， 深化信息化建
设，提升工作效能，增强公开透
明， 逐步从项目型基金会转变
为平台型、资源型、链接型基金
会。 三年里，在民政主管部门的
支持下， 微笑明天社会捐赠收
入超 4.1 亿元， 公益支出超过
3.6 亿元， 联合全国 300 多个机
构开展各类项目超过 400 个，
项目方向包含疾病救助、 教育
助学、济困助老、乡村振兴、自
然保护、 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
倡导等。

微笑明天重视公益慈善领
域专业人才培养， 尤其是公益
价值观的塑造。 在理事长吴伟
看来，公益慈善不仅是志业，更
是一项智业。 为了推动这项智
业源源发展， 微笑明天联合出
版了《唇腭裂患儿家庭养育指
导手册》《公益慈善实务操作指
引》《共同富裕背景下的财富管
理与传承白皮书》等书籍，涵盖
了微笑唇腭裂公益救助项目、
公益慈善基础知识、 社会问题
分析、 公益慈善法律法规与政
策制度、财富管理传承等方向，
为公益慈善领域人才队伍建设
增砖添瓦。

发挥自身专业性
为慈善信托聚浙善力量

《关于金融支持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意见》 强调了要发挥金融在第
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大力发展
慈善信托。 作为“杭州市慈善信
托专项改革试点工作” 课题组
成员，自 2021 年起，微笑明天
积极参与慈善信托各项调研、
研讨、起草工作，先后促成浙江
省内外多家基金会与信托公司
的合作，成立了包括“浙金-涓
流慈善信托”“杭工信·善创空

间慈善信托”等慈善信托项目。
今年 3 月 30 日，在民政、财

政等四部门的见证下， 基金会
向“浙金·大爱无疆 1 号”慈善
信托委托人开具了公益性事业
捐赠票据。 这也是自 3 月 15 日
上述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通
过慈善信托方式开展公益性捐
赠有关问题的通知》后，全国首
张有政策文件支持的、 慈善信
托执行人直接向委托人开具的
捐赠票据。 该慈善信托在杭州
市民政局备案登记， 资金总额
为 139610 元， 由浙商金汇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受托人，由
基金会担任执行人， 信托资金
将用于开展弱势群体帮扶等公
益慈善活动。

下一步， 微笑明天将持续
在慈善信托上发力， 与更多志
同道合的信托公司一起， 持续
加大在慈善信托的政策研究及
客户引导， 特别是在将慈善信
托运用于乡村振兴以及对 26
个加快发展县的“山海协作”
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基
金会也将进一步发挥自身在慈
善领域的专业性， 为慈善信托
遴选及匹配优质公益项目，让
慈善信托的落地更专业、 更规
范、更具影响力。

（徐辉）

� � 刚刚过去的 5 月 8 日，既是世界微笑日，又是母亲节。 以唇腭裂救助项目起家的微
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在这一天联合了众多公益伙伴、明星和爱心企业，将‘不完

美刚刚好’这一公益口号推‘出圈’，希望借此给唇腭裂孩童和广大母亲以最有温度和力量的
支持。 数据显示，5 月 1 日-5 月 8 日，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发起的‘不完美刚刚好’主题视觉
先后登陆线上各大平台以及线下北京、深圳、杭州的热门商圈户外大屏和地铁线路。

‘每个人并非生来完美，历经成长才能蜕变成更好的自己。 ’这不仅是微笑明天对‘不完
美刚刚好’这一公益主张的诠释，更是这家基金会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 这些年来，从单一项
目型基金会发展成资源型、平台型、链接型基金会，微笑明天高度重视内部发展与治理，极力
推动专业人才培养，搭建平台鼓励资源向上链接，实现行业赋能，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
凝聚浙善力量。

”

爱心企业兰芳园支持“不完美刚刚好”主题活动

唇腭裂患儿在微笑明天帮助下获得健康、自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