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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小时托起重症孤儿的一生

世茂携手百度五百万点赞重症孤儿关护
如果有人问你， 一个小时，

一个网页可以获得多少个赞？ 你
会怎么回答？

如果有人告诉你， 答案是
497.8267 万，你会相信吗？

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世茂集
团与百度、上海慈善基金会共同
发起的 2015“公益一小时”活动。

网友们之所以点赞，不是因
为网页的内容有多么劲爆，而是
因为这是一次爱心的集合，目标
在于“关注重症孤儿，让孩子笑
起来！ ”

按照网友在活动页面点击
“爱心”按钮一次，世茂集团和百
度捐赠一元钱的规则，近五百万
的点赞将意味着同等量的善款，
会被捐赠给南京彩虹重症儿童
安护中心，用于重症孤儿的安护
工作。

世茂、百度牵手公益
4978267 网友与重症孤儿
一起

“公益一小时”由百度联盟
于 2012 年开始发起， 每年举办
一次，以儿童关爱为主要公益目
标。 2012 年捐赠免费午餐，2013
年捐赠雅安儿童大病医保，2014
年关爱先心病儿童。 2015 年，与
世茂集团合作，将关爱的目标投
向了重症孤儿。

据南京彩虹重症儿童安护
中心主任黄芳介绍，重症孤儿大
多数是由于患有先天重病在刚
出生不久就被父母遗弃了，虽然
被宣判预期生命不超过 6 个月，
但如果经过精心治疗和爱心呵
护，存活率能从 10%提升到 33%，
很多都打破死亡预言，甚至完全
能恢复到正常生活。

“在我心里，每个孩子都是
一朵花，花期有长有短，但我们
有责任用爱浇灌他们，让他们绽
放！ ”黄芳强调。

正是为了“每一朵花”的绽
放，5 月 29 日 11 点，世茂集团董
事局主席许荣茂、世茂集团董事
局副主席许世坛， 与百度创始
人、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高级
副总裁向海龙、 副总裁朱光、副
总裁王海峰、百度联盟发展部总
经理邓明生，上海慈善基金会副

秘书长祁申，以及黄芳等，共同
按下了 2015 年“公益一小时”活
动启动按钮。

许荣茂表示：“我们一直希
望能与更多有爱的企业牵手，让
善念和爱心得以传播和延续。 正
因如此，今天我和李彦宏先生站
在了一起，让两家来自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的企业， 有了爱的碰
撞。 ”

在世茂集团和百度联盟的
共同努力下，在数百万网友的参
与下，最终一小时内，累计网友
参与点击数达到了 4978267。

从蝴蝶之家到彩虹中心
世茂与重症孤儿在一起

看到“公益一小时”的最终
数据，黄芳十分激动地说：“这是
给彩虹中心孩子们最好的六一
节礼物。 感谢百度用互联网的影
响力为孩子们呼吁，感谢世茂用
实际行动注入给彩虹中心强大
的发展动力，更感谢今天所有的
联盟伙伴，让我们不再孤单。 ”

实际上，这并不是世茂第一
次用实际行动支持彩虹中心的
重症孤儿关护项目，也不是最后
一次。

世茂对重症孤儿关护项目的
关注最早要追溯到 2013年。 2013
年 9 月， 世茂集团捐赠善款 100
万元， 分别用于长沙的“蝴蝶之
家”患儿的日常生活和治疗工作，
以及南京“蝴蝶之家”（彩虹之家
的前身）的筹建和患儿关护。

“蝴蝶之家”由来自英国的
61 岁退休护士金林夫妇于 2010
年 4 月在长沙创立。 该中心与长
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合作，服务
对象为福利院 16 岁以下、 预期
寿命 6 个月内的福利院孤残儿
童，为这些儿童提供良好的临终
医疗护理、心灵抚慰和康复等工
作。 在长沙蝴蝶之家儿童临终护
理中心期间，黄芳萌生了让蝴蝶
之家落户南京的想法。

在世茂集团的支持下，2013
年 11 月 4 日，“蝴蝶之家” 项目
落户南京市玄武区，正式开始接
收重症儿童。

2014 年 1 月 16 日， 黄芳和
南京市儿童社会福利院共同作
为发起人，在南京市民政局登记
成立了“南京市蝴蝶之家重症儿
童安护中心”。

2014 年 11 月 19 日，经南京
市民政局批准，原“南京市蝴蝶
之家重症儿童安护中心”更名为

“南京市彩虹重症儿童安护中
心”，并在“彩虹中心”设立“蝴蝶
之家”重症儿童临终关怀项目。

2014 年 12 月， 世茂集团全
面考察南京“彩虹中心”，了解运
营现状， 并启动后续捐助计划，
助力重症儿童养护和临终关怀
项目的发展。

专注重症儿童关护
打造五年“蝶爱行动”

成立至今，“彩虹中心”共接
收了 22 名重症儿童，其中 13 名
孩子平静离去，3 名接受了提高
存活机会的手术，6 名孩子由于
在中心得到了良好的照顾，病情
好转。

“由于孩子们的疾病，对关
护的要求十分高。 中心对照顾他
们的阿姨都会进行基础护理培
训，包括照护观念、卫生要求、医
疗器械的一般使用等。 ”黄芳强
调。

此外，彩虹中心还拥有 3 名
外国护士志愿者。

通过彩虹中心，这些重症孤
儿的病情被发送给国内外的专
家、 医生，“只要有一线希望，我
们都不会放弃”。

5 月 28 日晚，黄芳收到了一
个孩子可以进行手术的消息，这
让她格外高兴。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黄芳表
示，一是要增加床位，可以接收
照顾更多的重症孤儿；二是建立
国内的护士队伍。 远期她还希望
摸索出一套可复制的模式进行
推广。

据介绍，2015 年底， 南京彩
虹重症儿童安护中心将随南京
市儿童福利院一起迁往新址，启
用新楼。 2016 年计划逐步分批将
床位数增加到 36~48 张，2017 年
希望能够达到近百张床位，因此
2015 年是完善内部机制、培训护
理人才、建设团队的关键一年。

机构的发展、重症孤儿的关
护都离不开资金等各种资源的
支持。 2015 年 1 月，世茂集团与
南京“彩虹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资助中心未来 5 年的运营和发
展，并联合社会各方资源帮助彩
虹中心专注于重症儿童的公益
事业，打造出重症孤儿养护和临
终关怀的标准化品牌公益机构，
并将该模式及理念在全国进行
复制和推广。 世茂集团“蝶爱行
动”(Butterfly love action)正式启
动。

“我们期待着和大家一起创
造出更多的生命奇迹！ ”黄芳强
调。 （王勇）公益 1 小时活动页面南京彩虹中心

� � 5 月 29 日 11 点，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右四）、世茂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许世坛（左三），与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左
四）、南京彩虹重症儿童安护中心主任黄芳（中）等，共同按下了 2015 年“公益一小时”活动启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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