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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微笑行动首席项目战略官：

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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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镜头，笑一笑。 ”
微笑，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然而，对于那些患

有唇腭裂的孩子来说，微笑似乎成了一种奢望。 调查显示，唇腭裂是
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性畸形，而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唇腭裂病例的高
发区，发病率约为 1.62‰。 我国每年新生儿中有近 3 万名唇腭裂患
者，每 25 分钟就有一名唇腭裂婴儿出生。

比数字更可怕的是现实。 患有唇腭裂的孩子在微笑、吃喝、听说
以及上学等方面，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 尤其是在一些偏远闭
塞地区，公众对面部畸形患者的歧视加上家庭的贫困，导致部分患
者被孤立甚至被遗弃。 虽然花费 7000 到 10000 元、 一台仅需要 45
分钟的手术就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但并非每个家庭都负担得起。

1991 年， 微笑行动进入中国， 截至目前， 其在中国的投资达
3000 万美元，累计救助超过三万名唇腭裂患者。 今年是微笑行动全
球成立 35 周年，在中国，微笑行动将把云南省作为全球第一个试点
省份，希望打造一个“没有唇腭裂的云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
将在中国开展多项公益活动，鼓励更多人关注并参与。

“让每个孩子都自信地露出微笑。 ”六一前夕，《公益时报》记者
采访了微笑行动首席项目战略官 Richard Vander Burg，请他聊一聊
微笑行动进入中国后的发展情况，有哪些经验和体会，以及今后在
中国的项目规划。

如果这是你的孩子，
你会怎么做？

《公益时报》： 经过 30 多年
的发展，微笑行动已经成为全球
范围内声誉非常高的慈善组织，
你觉得微笑行动有什么独特之
处？

Richard Vander Burg： 微
笑行动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始
终以患者为中心。 我们一直以

“如果这是你的孩子， 你会怎么
做？ ”这样一个问题激励自己。长
期以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
员工、捐赠人和志愿者构成的充
满活力的组织，大家都非常有热
情，希望齐心协力推动微笑行动
向前发展。

另外， 作为一家公益机构，
微笑行动的资金来自世界各地
爱心人士的慷慨捐赠，其中大部
分来自个人和企业的捐赠，一些
企业也会直接捐赠产品。 我们也
十分感谢参与义诊的志愿者，他
们将时间和精力捐赠给了微笑
行动。 除了每年为成千上万名唇

腭裂患者提供安全的外科手术，
我们培训的医疗志愿者还会在
义诊之外帮助更多的人。

《公益时报》：你刚刚提到非
常感谢微笑行动的志愿者，作为
一家以志愿者为运作基础的慈
善机构，你们对志愿者的选择有
哪些要求？

Richard Vander Burg： 微
笑行动采用自己的全球护理标
准(Global Standards of CareTM)来
决定一名志愿者是否适合参与
我们的项目。 这些标准能够确保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手术救
治的安全性和统一性。 我们将志
愿者当做捐赠人，因此会去了解
他们的需求，并让他们的参与效
应最大化。

探索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公益时报》：今年是微笑行
动全球成立 35 周年 ， 为配合这
个特殊的时刻，微笑行动将开展
哪些活动？

Richard Vander Burg： 为
了庆祝这一特殊时刻，微笑行动
在全球 35 个国家同步发起了
“UNTIL WE HEAL”活动，我们
将联合众多新的合作伙伴，共同
研究长期的解决方案。 活动内容
包括提高对唇腭裂问题的认知、
搭建连接唇腭裂患者和当地医
疗救助中心的患者登记信息平
台、推进安全外科手术的普及和
唇腭裂患者的根治等。

除了这一全年度、全球性的
主题活动， 今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17 日，微笑行动还将在 35 个
国家同步开展大规模的义诊活
动和培训项目，目的是提高医护
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提升当地外
科手术的能力，预计将惠及 5000
余名病人和医护工作者。

《公益时报》：今年微笑行动
在中国将开展哪些项目，有具体
的规划吗？

Richard Vander Burg： 微
笑行动在中国的目标是探索一
个可以推广的解决方案，从而减
少以往累积的等待手术的儿童
数量。 我们还将以云南作为全球
第一个试点省份，创造一个“没
有唇腭裂的云南”。 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微笑行动计划今年在中
国多个城市组织 9 场义诊活动，
帮助近 700 位患者重新绽放微
笑。 除此之外，为加强医疗教育
与培训，微笑行动还会组织两场
美国心脏协会（AHA）的培训，届
时将有超过 100 位医疗专业志
愿者参与。

另外，我们也在中国发起了
“UNTIL WE HEAL” 的主题公
益跑活动，旨在唤起公众对那些
需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获得安
全手术救助的患者的关注。 5 月
13 日至 14 日，公益跑活动启动，
微笑行动联合 UltraS 与 ofo，共
同设立了活动中唯一的公益组
别———微笑行动 ofo 组， 公益组
选手们的报名费作为善款，捐给
微笑行动开展唇腭裂患者安全

手术救助。
6 月 1 日 ，“UNTIL WE

HEAL”活动也将在“我要跑”APP
上开启。 该部分主题为“为爱奔
跑”，由万豪集团大中华区商委
会全程赞助， 其中国的四个大
区将开展跑步里程竞赛， 并为
活动页面的所有跑步里程配捐
善款， 用于微笑行动开展义诊
活动， 这也是微笑行动与万豪
首次携手发起如此大规模的慈
善项目。 活动除了开放给万豪
的员工， 也鼓励所有的爱心大
众积极参与。

努力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公益时报 》： 微笑行动于
1991 年进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有
26 年时间。 你如何评价这 26 年
来微笑行动在中国的发展？

Richard Vander Burg： 我
们刚开始在中国开展义诊时，主
要是将医疗技术引入中国，为中
国儿童提供医疗服务。 随着时间
的推移，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
高质量医护团队的成长，他们成
了为中国提供安全医疗服务的
主导力量。

26 年来，微笑行动在中国的
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合
作伙伴的引导和支持。 比如，为
了募集资金、组织和分配志愿者
资源，为唇腭裂及其他面部畸形
的患儿提供安全、免费的手术及
相关治疗，我们设立了中华少年
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微笑行动
专项基金。

这一机制不仅让更多希望
支持微笑行动的中国爱心人士
加入，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希
望弘扬慈善精神、推广公共福利
救助活动的伙伴进行合作的途
径。 我们也希望和众多合作伙伴
一起，为中国创立一个可以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分享医疗知识以
及为儿童谋福祉的平台。

《公益时报》： 从 2016 年开

始 ，中国陆续出台并实施了 《慈
善法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
动管理法 》等法律法规 ，这对你
们开展活动产生了哪些影响？

Richard Vander Burg： 对
于新法律的出台，微笑行动一直
持理解和支持的态度。 这些法律
法规可以帮助微笑行动更好地
理解应该如何去实现我们的目
标。 而且，这些新的法律法规将
指引我们，并为我们提供更加清
晰的政策导向，实现我们帮助中
国儿童的使命。 通过中国的员工
和合作伙伴，我们现在已经清楚
地了解了这些法律，并将继续评
估现实情况，采取措施去适应新
的法律环境。

《公益时报》：作为一家进入
中国比较早的国际 NGO， 对于
其他想要进入中国或进入中国
时间不久的 NGO， 你有什么建
议？

Richard Vander Burg： 在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微笑行动
始终会与当地的合作伙伴保持
通力协作，帮助他们完成各自的
目标，也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计
划。 另外，及时了解中国的实际
情况和发展目标，也能够使我们
集中精力进一步巩固与中国政
府和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也
是我给其他 NGO 的建议。

《公益时报》：今后微笑行动
将重点关注哪些领域？

Richard Vander Burg： 自
1982 年成立以来，微笑行动在 35
年间一直不断完善自身体系，为
成千上万名唇腭裂患者提供了
安全的外科手术。 现在微笑行动
已经具备在落后地区组织医疗
专业志愿者队伍、开展最高级别
安全医疗任务的能力。 2017 年，
随着“UNTIL WE HEAL”活动
在全球的开展，我们希望重点关
注适用于唇腭裂的安全外科手
术，并将其作为全球医疗日程优
先考虑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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