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1 月 1 日上午，在
中华慈善总会的支持下， 由中
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中华医学
会北京分会、 医带医路互联网
医疗平台共同发起的百县百万
人精准健康扶贫义诊活动，简
称“双百工程”启动大会在北京
医院报告厅举行， 本次大会以

“慈心为民，健康扶贫”为主题。
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王树
峰、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副会
长刘希华、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
会会长金大鹏、 北京医院副院
长许峰和医带医路互联网医疗
平台秘书长张境等相关领导出
席了本次会议并致辞。

全民健康和精准扶贫，一
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
特别是最近提出的“健康中国
2030” 和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
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关于全民健康， 习总书记
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
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

“双百工程”， 将以医带医路为
平台，以义诊活动为依托，以普
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
善健康保障为支点， 团结社会
各界力量， 努力为人民健康服
务。

此次双百工程， 面向贫困
县进行精准健康扶贫义诊活

动，对象精准，安排精准，通过
努力必将成效精准。 工程将真
正做到通过慈善医疗救助来
扶持一批贫困人口，实实在在
地把三甲医院专家的技术、责
任感和热情送到老百姓的手
里，把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关怀
送到老百姓心里，在巩固贫困
地区攻坚成果， 防止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会上， 中华慈善总会常务
副会长王树峰致辞中指出，开
展义诊扶贫活动， 符合党和国
家关于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
符合农村人民群众的医疗健康
需求。 中华慈善总会开展的
100 多个慈善项目，医疗与医药
援助是重中之重， 将大力支持
百县百万人义诊工程， 并倡导
全国慈善会组织和医疗专家，
踊跃参加到义诊队伍中来，为
健康扶贫奉献力量。 中国研究
型医院学会、 中华医学会北京
分会、 北京医院等领导以及医
带医路互联网医疗平台秘书长
分别致辞， 表达对双百工程的
支持。同时，支持方、发起方、实
施方等四方举行了现场签约仪
式，并宣布“百县百万人精准健
康扶贫义诊暨互联网医疗咨
询”———双百工程正式启动。

（张慧婧）

百县百万义诊精准扶贫工程
启动大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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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昆携手佰仟金融启动“百千小花”公益项目
2016 年 11 月 5 日， 中国文

学艺术基金会姜昆艺术公益基
金与深圳市佰仟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简称“佰仟金融”）在北京
举行“百千小花”十年公益项目
启动仪式。 仪式上，佰仟金融向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姜昆艺术
公益基金捐赠首批 200 万元人
民币，董事长刘实被聘任为该基
金管委会副主任，相声表演艺术
家姜昆与刘实正式签署战略合
作备忘录，双方机构将在公益领
域开展深入持续合作，姜昆还为
“百千小花”命名并题字。

据了解，该公益项目将重点
关注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

关爱儿童健康成长，计划每年资
助 2 所以上贫困地区小学，资金
主要用于校舍改善、 教育投资、
儿童心理健康、预防未成年人伤
害和普及美学艺术修养等方面。
首次资助的贵州省毕节市新仁
乡折溪小学项目， 解决当地 300
多个孩子的校舍改善问题，帮助
该地区适龄儿童实现就近上学，
促进苗族传统文化传承。

据了解，姜昆公益基金开展
的预防未成年人项目已经向贫
困地区为主的未成年人赠送了 9
万册《姜昆老师告诉你———意外
伤害如何防》 亲子漫画图书，并
组织了近 8 千志愿者向孩子和

孩子家长讲读， 使数十万孩子、
家长、教师等群体受益，影响广
泛。 为此，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
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号召，
惠及更多贫困地区儿童及老人。

活动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刘芳菲还分享了自己的公益项
目“绿手绢”，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公益活动，发扬风清气正的优良
传统；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理事
长胡振民现场题写对联赠与佰
仟金融，赞赏企业大爱无疆的精
神、积极回馈社会的行动，同时
也呼吁更多企业加入到公益事
业中来，为贫困地区慈善事业添
砖加瓦。 （张明敏）

六根手指的烦恼

故事还得从 2016 年 9 月 19
日那天说起，这天早上，当小诗
园的妈妈看到医生拆掉了缠在
小诗园手上的纱布， 露出完整、
健康的小手时，激动得差点流下
眼泪。

这家人来自福建省闵侯县团
结村，小诗园出生时，全家人围在
一起喜悦的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小
生命，却发现孩子的右手有六根手
指。 这一下急坏了小诗园的家人，
连忙找医生问询，医生答复说是先
天性手部畸形，需要尽早做手术矫
正，但是家人心疼诗园太小，想等
到孩子大一点再去做手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诗园一
晃四岁大了，也在村里上了幼儿
园，但是因为自己的小手和别的
小朋友不一样， 感到很羞涩，在
和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常常不
会伸出手来，而是把手怯怯地藏
在身后。 诗园妈妈发现了女儿的
异常，决定带孩子去做手部的矫
正手术。

第一次手术定在了当地的医
院， 医院为小诗园做了多指切除
的手术，但是术后发现，留下来的
那根拇指没有肌腱功能， 就像是
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只是耷
拉在拇指的那个位置， 因此小诗
园的这根手指没有抓握功能。

看着小诗园遭受了手术的
痛苦，却又没有恢复成一个正常
孩子的小手，诗园的爸爸妈妈很
是心疼。 身在农村，小诗园的爸
爸妈妈都是普普通通的村民，靠
种地为生， 每年的收入很有限，
除去一家人的开销所剩无几，第
一次手术的费用也是全家人咬
牙节省出来的。

2016 年，本想再次带孩子做
手术的一家人突然陷入了沉重，
一场台风将辛辛苦苦种植的农
作物都淹没了，天灾不可避免的
落在了这家人的身上，这意味着
不要说小诗园的手术费用，就是

全家的收入都成了问题。 小诗园
的爸爸患有口吃， 说话不清楚，
本想外出打工的他，因为这个原
因也是屡屡碰壁。

既拿不出治疗的费用，又不
想耽误小诗园的治疗，一家人一
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弘道基金会让爱“不释手”

一个偶然的机会，北京弘道
慈善基金会得知了这家人的故
事， 觉得这个事件非常典型，目
前国内还没有对手部发育畸形
的儿童有专门的帮扶。 因此，迅
速发起了“爱不释手”儿童先天
性手部发育畸形救治项目，专门
针对 0~12 岁的先天性手部发育
畸形的贫困家庭的儿童进行治
疗帮扶，帮助这些饱受疾病折磨
的家庭解决这个难题。

小诗园是个幸运的孩子，北
京弘道慈善基金会为小诗园提
供了手术治疗费用，安排在北京
积水潭医院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先天性畸形是指在出生时或
出生前存在异常，或存在潜在异常
因素。人类在解剖结构上可以有一
定的差异，但一般不会造成不良后
果。若这种异常对形态和功能产生
一定的影响， 也属于先天性畸形。
先天性手部畸形是一类常见病，其
发生率约为新生儿的 1‰左右。 国
外文献报道，根据新生婴儿出生登
记资料统计，成活的新生婴儿中手
部畸形的发生率为 1.7‰~2.5‰。
Lamb报道手部及上肢畸形的发生
率为 1.8‰。 由于同一新生儿可能
有两种以上手部及上肢畸形，故其
实际发生率为 1.09‰。

在我国， 有关报道很少，曾
有人调查了上海市区 35 万新生
儿的出生记录，手部及上肢畸形
发生率为 0.85‰。 由于医院新生
儿出生记录不完整，实际发生率
还要高于此。 如果按照我国人中
总数 14 亿计算， 手部先天畸形
患者人数约为十万。

手部及上肢畸形可单独出

现， 或伴多种上肢畸形同时出
现，也可能是多种综合征表现的
一部分。 据统计，大约 5％的先天
性上肢畸形是综合征的一部分。
手部及上肢畸形还可伴有心血
管畸形、造血系统疾病、消化道
畸形、颜面畸形、颅脑畸形、泌尿
生殖器畸形及下肢畸形等。

常见的手部畸形有： 多指、
并指、缺指、短指、巨指、分裂手
等。

先天性上肢畸形的病因非
常复杂，目前认为其发病原因可
概括为两种：一种为内因，即遗
传因素，由于染色体异常、基因
突变而引起； 另一种为外因，即
环境因素，由于胚胎时期受外界
因素，如生物、营养、药物、放射
线、内分泌、创伤等因素影响而
发生畸形。 多数畸形是两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环境因素影
响的意义可能更大。

迎接新生命诞生本该是喜
悦的，但儿童手部畸形的发生往
往给家长在欣喜之余带来哀伤，
孩子长大之后也会感到自卑，并
面临就业以及心理问题。

小诗园的手术很成功，出院那
天，北京弘道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
员特意购买了她最喜欢的 Hello
Kitty来看望她，小诗园兴高采烈、
连蹦带跳，恢复了一个小孩在这个
年龄应有的天真和快乐。

“爱不释手”儿童先天性手部
发育畸形项目还得到了北京积水
潭医院、 北京医学会手外科分会
的高度关注和支持， 各方正在讨
论建立协作机制， 形成完整的救
助体系。 项目还获得了诸多爱心
企业、知名艺人的鼎力相助。

项目以通过手术以恢复手
部功能为主， 兼顾手部外观，尽
早纠正妨碍发育的畸形，择期整
复不妨碍发育的畸形，以及手部
血管、神经、肌肉的矫正，使病患
儿童恢复手部健康发育，促进身
心发育的完整， 缓解家长焦虑，
减轻疾病给家庭带来的担忧和
痛苦。 （李瑾雯）

爱，不释手：
弘道基金会关注手部畸形贫困儿童

康复中的小诗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