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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2016 年的第一个
工作日，周开香告别了每日 2 元
租赁的、伴随了他 127 个日夜的
担架，辗转住进了离目前“工作”
地仅 500 米，一家名为“麦当劳
叔叔之家”患儿家庭援助中心的
家庭单间。

这里做饭、洗衣、住宿、水电
全部免费，突然间来临的幸福生
活令周开香有些不太适应。 此
前，周开香 11 岁的儿子周宝(化
名) 因淋巴白血病在湖南省儿童
医院进行化疗，而周开香的“工
作”就是每天在这里照顾儿子。

“叔叔之家”的第 6 位来客

周开香是湖南省怀化市沅
陵县凉水井镇湖田冲村周家佬
组的农户，长年务农，养活着三
个孩子，生活倒也平静。 2015 年
厄运降临到这个家庭，儿子周宝
(化名) 在 2015 年 8 月间被当地
医院诊断出患有淋巴白血病，后
被紧急送往湖南省儿童医院血
液科进行化疗。

这家全亚洲最大的儿童医
院，以其良好的诊疗技术和接诊
过数百名类似病童的“战绩”，被
周开香看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为了与儿子“分享”病痛，周
开香每天花 2 块钱租来了一副
担架在儿子所住的 3 人病房就
寝，地方狭小的三人间连放下一
张小小的担架有时也成为奢望。

周开香曾经在医院对面找
过一家 80 元一天的旅馆， 旅馆
老板甚至讲过还可以打折的话

语，但全部算下来，周开香还是
觉得成本太高，于是就只好以每
天 2 元钱的住宿成本“憋”在医
院的病房里。 这种日子周开香一
连过了 127 天。

去年 12 月， 医院的医务人
员找到周开香，说要告诉他一个
好消息，而这个消息成了周开香
担架的“终结者”。

很快，在办理完相应手续之
后，2016 年 1 月 4 日， 周开香带
着儿子周宝入住到“麦当劳叔叔
之家”， 成为入住这里的第 6 个
家庭。

幸福来得太突然

“医生告诉我有个叫做‘麦
当劳叔叔之家’ 的地方可以入
住，做饭、洗衣、住宿、水电均免
费，而且还是一个单间。 ”周开香
说，“不管真假，儿子的病情治疗
不能耽误， 没加思索就申请了，
住的条件好了，也许对病情会有
帮助。 ”

做饭、洗衣、住宿、水电均免
费，突然间到来的幸福生活令周
开香还有些不能适应。

这间距离湖南省儿童医院
不到 500 米的“麦当劳叔叔之
家”， 由一间临街 2 层商铺改建
而成， 内饰与家庭住房相差无
几。 但细心观察的话，一些独特
的设计还是显出与普通家庭住
房的差别。 公共厨卫区、洗衣区、
游艺区，显得童趣十足；紫外线
灯消毒，24 小时安保配备和能容
纳 17 个家庭的房间也将这里的

父母情深彰显十足。
1 月 12 日，“麦当劳叔叔之

家”正式启用。 诸多志愿者与爱
心人士还给孩子们送来各种绘
本和玩具，并与入住的患儿一同
包饺子、 剪窗花， 让家以外的
“家”显得格外温暖。

也许是环境的改变，周宝的
情绪有了很大改善，即便嘴角处
被口罩包得严严实实，表情也难
掩心中愉悦。

目前，湖南“麦当劳叔叔之
家”患儿家庭援助中心设立为公
益实体，已经招募全职工作人员
4 人，运营成本则全部由“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麦当劳叔叔之家慈
善基金”资助。

“委员会”推荐机制

周开香与儿子周宝(化名)之
所以能够入住，与“麦当劳叔叔
之家”的推荐机制有着关联。

在成立“麦当劳叔叔之家”
最初，除了资金、人员成本和机
构性质之外，最主要的就是确定
入住甄选标准。“麦当劳叔叔之
家”为什么样的患者家庭提供服
务，成了最大的考虑。 最终，由湖
南省儿童医院、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麦当劳叔叔之家慈善基金以
及麦当劳叔叔之家人员组成的
患儿家庭推介评估委员会宣告
成立。

湖南省儿童医院院长姚旭
对《公益时报》表示，入住“麦当
劳叔叔之家”患儿家庭援助中心
的患儿按照医学标准一定是符
合出院条件的。 18 岁以下的住院
患儿可向湖南省儿童医院提出
申请，由推介评估委员会决定住
宿期限，从一天到最多一个月不
等。 委员会将综合考虑患儿病
况、家庭经济条件、是否异地就
医到具体住宿需求等，实现资源

的最大化利用。

中国大陆首个 “麦当劳叔
叔之家”

湖南省儿童医院旁边的这
家“麦当劳叔叔之家”是中国大
陆首家，而全球第一家“麦当劳
叔叔之家”，则在 42 年前诞生于
美国费城。

1974 年，前美国费城飞鹰足
球队队员 Fred Hill 的女儿 Kim
被诊断患上了血癌，需要送往费
城儿童医院接受为期三年的治
疗。在漫长的治疗周期里，Fred
Hill 一家平静的生活被完全打
乱。 为了方便照顾 Kim， 父亲
Fred Hill 无奈要以医院为家，
三餐都在医院食堂解决，累了也
只能在 Kim 病床旁边休息。

Fred Hill 深深体会到病童
家人的痛苦和社会对病童家人
支援上的不足。而 Kim 的主治医
生却提出了一个“家以外的家”
的想法，由于当地麦当劳餐厅较
为普遍，餐厅通过产品义卖发起
了募捐行动，积极参与筹建病童
与家庭“家以外的家”活动。

就这样， 一共拥有七个房
间，包括客厅、厨房、洗衣房等便
利设施的第一间“麦当劳叔叔之
家” 于 1974 年正式在美国费城
成立并启用。

在谈到用“麦当劳叔叔之
家” 命名时，Fred Hill 觉得，这
不仅仅因为当地麦当劳餐厅在
经济上给予了资助， 同时他相
信，麦当劳叔叔的乐观、积极、开
朗形象，为正在与病魔博斗的病
童带去了鼓舞的力量。

近半个世纪后，由“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麦当劳叔叔之家慈
善基金”捐资的中国大陆首家为
异地就医患儿及家庭提供临时
住所的“麦当劳叔叔之家”成立，

就此多了中国元素。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井顿泉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麦当劳叔叔之家”
患儿家庭援助中心在公益道路
上是开展精准帮扶活动的一次
有益尝试， 通过这个公益平台，
将让更多的爱心企业和人士关
注到异地就医患儿群体，也为公
众参与打通另一个渠道。

难在选址的扩张

洗衣、做饭、住宿、水电全免
费，让患儿家庭过上幸福生活的
模式能否被复制、推广呢?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麦当劳
叔叔之家慈善基金”在中国大陆
采取与儿童医院合作的方式，选
取离医院数分钟以内的地区作
为“麦当劳叔叔之家”的建设地
点，提供给异地求医的患儿及家
属一个家以外的“家”。

“‘家’的复制难点主要是房
屋选址，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很
快，各大儿童医院周边基本都被
高档商圈包围，要选择一块地方
进行‘家’的建设并非易事，这在
下一步推进过程中成为主要考
虑的难点。 ”长期关注湖南“麦当
劳叔叔之家”建设的爱心人士栾
江红对《公益时报》 记者表示，
“‘家’ 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我
们更期待中国之‘家’为更多异
地就诊患者提供帮助。 ”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目
前，“麦当劳叔叔之家”每年为世
界不同角落的近三百万个病童
家庭提供一个距离医院只有数
分 钟 路 程 的 “家 以 外 的 家
(Home Away from Home)”。

目前，湖南长沙的“麦当劳
叔叔之家” 是全球第 358 家，中
国是世界上设立“麦当劳叔叔之
家”的第 42 个国家和地区。

麦当劳叔叔之家：
打造贫困患儿医院旁边的家

湖南麦当劳叔叔之家内景

启用仪式上，志愿者与入住患儿交流

周开香和患有白血病的儿子入住了麦当劳叔叔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