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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2012 年 7 月 1 日， 历经两年
半的筹备之后， 由李亚鹏等人发
起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正
式开业。 此前不久，“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嫣然天使基金” 的办公室
也搬到了该医院位于望京的办公
楼里。 在此，“嫣然天使基金”执行
总裁李诗接受了《公益时报》记者
的专访。

“嫣然天使基金” 是由李亚
鹏、王菲夫妇倡导发起，在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的支持和管理下设立
的专项公益基金， 旨在救助家庭
贫困的唇腭裂儿童。 2006 年 11 月
21 日正式启动。 资料显示： 截至
2011 年年底， 通过其在全国 9 家
定点医院及合作医院，“嫣然天使
基金”已累计为 8036 名唇腭裂患
者实施免费手术。

作为中国第一家民办非营利
性儿童综合医院， 是在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的监管下由李亚鹏、王
菲夫妇和刘莉莉、胡岚及李滔、唐
越、汪永安、李斌等 8 位创始人共
同倡导发起的。“北京嫣然天使儿
童医院”的筹备工作早在 2009 年
就已经展开。 在当年的“嫣然天使
基金”慈善晚宴上，众明星为其筹
款 2956 万元。 李诗介绍，该医院
的启动资金共计 5 千万元。 除此
之外， 另一部分来自于 8 位创始
董事和 5 位董事会成员共计 13
位董事的个人捐赠。

2010 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
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
医疗机构的意见》，明确鼓励各类
慈善机构、 基金会出资举办非营
利性医疗机构。 借此机会，“北京
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在 2011 年底
获得北京卫生局的批复， 并在
2012 年 5 月 27 日宣布正式落成。

李诗表示，“北京嫣然天使儿
童医院”作为“嫣然天使基金”的
定点合作医院， 该医院开业后，

“嫣然天使基金”则终止了与大多
数此前合作医院的合作关系，只
保留了与西藏和新疆的两所医院
继续合作。

“与其它医院终止合作的原因
是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成立了颅颜

中心。 ”李诗解释说。“嫣然天使基
金”此前合作的医院只能提供功能
性治疗， 但作为唇腭裂的患儿来
说，要想达到最终的治愈还要进行
长时间的序列治疗。颅颜中心就是
为患儿提供包括语音训练、心理辅
导等在内的多方面的服务。“但仍
保留两所合作医院，目的是节省救
助成本。 因为如果从边疆到北京
来，包括路费在内的各种成本还是
很高的。 ”李诗补充道。

与此同时， 该医院还推出志
愿者项目，建立志愿者培训基地，
引入社工进驻医院， 以期减轻患
者家庭心理压力、 建立良好医患
关系。

李诗表示，该医院所有的经营
收入将支持医院持续发展，不向股
东分红，并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财务
审计。 医院接受社会捐赠，“目前医
院的 26 间病房和 4 间手术室，都
是由爱心人士捐赠的。 ”

据了解， 嫣然天使儿童医院
建筑面积约 5000 平方米， 共有病
床 50 张，牙科医疗椅 3 台。 除了
针对唇腭裂的治疗外， 还设置了
眼科、急诊医学科、精神科（临床
心理专业）等诊疗科目。 同时医院
附设的嫣然天使颅颜中心， 对唇
腭裂患者提供从 0 至 16 岁的包
括前期治疗、外科修复、术前及术
后的正畸治疗、语音治疗、心理咨

询、音乐疗法，从而成为中国第一
个拥有完整唇腭裂序列治疗的颅
颜中心。

在为社会公众提供从门诊
到住院的一站式儿童综合医疗
服务并收取费用的同时，“北京
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预期每年将
为 600 至 800 名贫困儿童提供
免费的唇腭裂治疗，其费用将由
嫣然天使基金承担。 更好的体现
了非营利性医院的特质同时，也
可算是中国医疗机构改革的一
次探索。

李诗介绍， 对患者的筛选将
严格按照程序进行， 申请治疗的
孩子需提供家庭贫困证明。 到目
前为止，该医院就已经接受了 300
多例手术的申请。 在 7 月 1 日当
天，就有 6 人入院治疗，其中 4 人
是免费治疗。

李诗强调，这 600 至 800 个免
费名额， 医院只为其提供功能性
治疗，或者根据病情状况，延续到
2 期，也就是功能性修复之后再进
行一次修整。“其实小孩从 0 岁到
16 岁， 从乳牙到儿童期的牙齿再
到青春期的牙齿， 牙齿要经过很
多次变化。 医院没有能力也无法
向社会承诺所有给予功能性治疗
的病患都能为其提供长时间的持
续帮扶， 目前只能有偿提供序列
治疗服务。 ”

首家民办非营利医院正式开业

嫣然天使儿童医院
首日接收 6人入院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 � 5 月 27 日下午，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落成仪式在京举行，王菲、
李亚鹏夫妇现身活动现场，夫妻两人正装出席

首届中国慈展会
参展名单陆续发布

■ 本报记者 闫冰

以“发展·融合·透明”为
主题的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
目交流展示会（以下简称“慈
展会”），将于 7 月 12 日至 14
日在深圳举行， 这是中国公
益界的一场空前盛会。 截至
目前， 慈展会官网已陆续分
五批次发布了参展单位名
单。 随着名单的发布，各公益
机构和项目都已进入了紧张
的具体策展和布展阶段。

据悉，截至 6 月 7 日，共
有 1022 家单位和项目报名
参展。 其中公益组织和项目
有 753 家，基金会有 125 家，
国资企业和民资企业有 126
家。

主办方在报名参展的单
位中进行严格的遴选， 并分
为五个批次在网站上公布最
终入选的单位。 截至 6 月 20
日， 共有 99 家基金会、95 家
企业、245 家组织（项目）及
25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组
团入选参加展览。

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显
示， 报名入选的公益组织名
单中，共有来自 29 个省市自
治区的公益组织和项目。 最
活跃的公益组织和项目主要
集中于四大省市：广东省、北
京、上海和四川省。 华南地区
公益组织最密集， 其中深圳
地区第一批就有 25 家入选，
既有知名的公益组织如深圳
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深圳市
义工联合会、儿童福利会、深
圳市自闭症研究会， 也有年
轻的草根组织深圳猫网、深
圳市橄榄树残友互助中心、
彩虹花小书房等， 还有社会
企业青番茄图书馆等。

深圳市市长许勤在首届
慈展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 本届展会突出体现三个
特点：主体多元化、交流广泛
化、形式多样化。 首届慈展会
汇聚了国内有代表性
的公益慈善组织和项
目、基金会、企业、教研
机构及省、市、区参展
团，通过慈展会这一平

台，来自政府、民间、媒体、企
业、 专家等各领域人士将进
一步交流慈善经验， 传播慈
善意识，整合慈善资源，推进
慈善合作。 通过建立优秀公
益项目数据库、“网上慈展
会” 等形成慈善事业持续发
展的长效机制。 以高峰论坛、
专题论坛、大型沙龙、公益摄
影展以及公益慈善项目电视
大赛等形式推广慈善项目，
传播慈善文化。

此次慈展会的公益慈善
组织（项目）的分类领域主要
有扶贫开发、老弱残障扶持、
环境保护发展、 医疗卫生心
理、 文化教育研究、 社会工
作、社区服务、支持性组织八
大类。 报名组织中老弱残障
扶持领域的最多， 共有 38
家。 比较有特色的是，随着公
益慈善行业的发展和细化，
此次有来自 9 个省、市、自治
区的 23 家支持性组织入选。
另外还有 17 家各有特色的
其他领域公益组织入选，如
推动公平贸易的上海乐创益
公平贸易发展中心， 救灾应
急方面的浙江苍南县壹加壹
应急救援中心， 致力于法律
服务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
援助与研究中心， 将运动和
公益结合的深圳市登山户外
运动协会等。

据了解， 展区面积约为
1.5 万平方米，分为主会场静
态展示区、动态体验区、大型
论坛和沙龙、公益节庆、公益
慈善项目电视大赛、 网络交
流展示平台等六大板块。 目
前已近进入攻坚阶段， 招展
已全部结束。

另外，慈展会已面向社会
公开招募志愿者 40名， 主要
负责展会活动的现场协助工
作，包括展会现场咨询、巡视、
接待、宣传、引导、物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