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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见吗？ ”
“看见了，我看见你了！ ”
11 月 28 日，“国际残疾人

日”前夕，宁夏青铜峡市人民医
院的一间病房里，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刘玉文和青
铜峡市小坝镇林皋五村的胡凤
莲之间发生了上述对话。

一个是在北京工作的中年
人， 一个是宁夏农村的老奶奶，
原本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却走到
了同一个病房。 让他们产生交集
的是一个叫“集善扶贫健康行”
的公益项目。

看似简单的见面，背后却是
一整套严谨、精准的项目设计和
众多不同身份的人的不懈努力。

大数据+筛查找到 “胡凤
莲”们

今年 74 岁的胡凤莲奶奶是
一位白内障患者，“眼睛不好已
经很长时间了， 去年就看不见
了。 ”对于老伴去世后独自一人
居住的她来说，生活变得无比艰
难。 而靠低保生活的她又没法拿
出钱去做手术。

像胡奶奶这样的白内障患
者还有很多。 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我国白内障眼病患者每年新
增 40 多万人， 而贫困地区由于
医疗资源有限，很多贫困患者得
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影响正
常生活甚至最终致盲。

鉴于此，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设立了“集善扶贫健康行”
白内障项目，通过向社会募集资
金帮助和支持贫困白内障患者。

项目设立后， 如何找到需要
救助的患者成为摆在项目组面前
的难题。一方面，与贫困相伴的往
往是信息闭塞；另一方面，与 40
多万的患者相比， 项目组的工作
人员数量无疑是太少太少。

据刘玉文介绍， 基金会充分
发挥了自身的优势。“一方面，我
们通过各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了
解和掌握了残疾人生活和身体状
况的具体数据；另一方面，我们取

得了国家卫计委、 扶贫办等的支
持， 比如扶贫办就对我们开放了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数据。 ”

在大数据的支持下，项目组
又进一步组织了定点筛查工作。
11 月 28 日， 项目组工作人员和
青铜峡市人民医院眼科的医护
人员就在青铜峡市尚桥村开展
了筛查工作。 前一天得到村、组
通知的村民们早早地就挤满了
检查室。

如果筛查出白内障患者，又
属于贫困人口，经过审核就可以
获得 1000 元的手术资助。“我们
这里白内障手术的费用在 5000
元左右， 医保可以报销 70%到
80%， 有了这 1000 元的资助，患
者基本上就不用再自己付费
了。 ”青铜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张振华表示。

借助大数据与定点筛查，这
样的资助已经在辽宁、 湖南、青
海等 27 个省市铺开。 2015-2017
年，项目筹集善款近 1.5 亿元，已
经为近 20 万例贫困白内障手术
提供资助。

建立带不走的项目组

尽管已经救助了众多的患
者，但对基金会来说，医疗救助
工作是没有尽头的———总会有
新的患者产生。 而这就需要在当
地建设带不走的项目组。 在项目

设计中，基金会充分考虑到这一
点，把当地力量的培育放在了重
中之重。

项目将当地定点医院放在
了核心位置。 患者在到定点手术
医院进行术前检查确定为手术
适应症后， 在医院领取申请表；
医院对患者的《申请表》、 户口
本/身份证复印件、 贫困证明进
行审核后， 上报项目工作办公
室；审核通过后，项目组按申请
人数将资助基金拨付至定点医
院，由定点医院实施手术。

资金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
对定点医院医疗水平的提升。

“北京来的专家经验丰富， 手把
手的教我们，现场对我们进行支
持， 我们的技术有了很大的进
步。 以前不能做的手术，现在也
能做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把
大病看了。 ”青铜峡市人民医院
眼科主任卢万宝表示。

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据卢万
宝介绍，2015 年以前， 医院的眼
科手术只有 100 多台，2016 年则
做了 500 多台，2017 年到现在也
有 340 多台了。

“以前我们科室只有 2 个大
夫，现在已经发展到 7 个，技术
设备也先进了，我们也能做小切
口的手术了。 ”卢万宝强调。

由此， 医院也更加投入到项
目中。“在项目的要求下，我们每
个月都会到村里进行一次筛查，

现在基本上已经把青铜峡市所有
村都筛查了一遍。 ”张振华表示。

救助更多病种的患者

白内障救助只是“集善扶贫
健康行”中的一部分，骨关节手
术、孤独症儿童康复、互联网就
业等都包含在项目中。 一个病种
救助的经验可以为更多病种提
供支持，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基金
会的优势，为解决因病致贫问题
作出了贡献。

自 2016 年项目开展以来，基
金会筹集资金，在西部七省实施
骨关节康复手术治疗项目。 目
前，项目在西藏、新疆、宁夏、广
西共实施 65 例膝髋关节置换手
术。

青铜峡市大坝镇营门滩村
的朱月红就是受益者之一。 2008
年开始，朱月红发现自己走路越
来越困难，后来被确诊为骨关节
病。 发展到最后，已经无法下床
走路。 换关节的话，数十万元的
费用， 对于靠低保生活的她来
说，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基金会骨关节项目的实施，
为朱月红带来了转机。 基金会与
项目承办医疗单位中国康复研
究中心关节诊疗中心的专家共
同协调有关医院的专家组成医
疗队，到西部省份为贫困骨关节
病人实施手术治疗。

全国知名骨关节专家曲铁
兵教授来到朱月红家中为她进
行了义诊， 发现因为条件不足，
无法在当地进行有效救治，项目
组将她接到北京在中国康复研
究中心接受手术治疗。

2017 年 9 月，曲铁兵教授及
其团队为她实施了双侧膝关节
表面置换术。 术后又进行了康复
治疗。 朱月红已无需借助任何辅
助器具就可以行走，目前已经回
到家中进行恢复。

与白内障项目一样，对西部
综合医院的骨科医生进行业务
培训和学术交流，提高他们的医
疗技术水平，也成为骨关节项目
的重要内容。 项目先后在甘肃、
贵州、青海组织召开三次“集善
扶贫健康行·一带一路” 骨关节
医学培训，由全国知名骨关节专
家曲铁兵、王岩、王坤正等亲自
担纲主讲。

讲课内容涉及当今世界最
先进的骨关节临床发展与技术，
针对基层骨关节临床中的难点
问题进行了讲授和讨论。 到目前
为止，为西部各省培训骨科医生
1400 多人，为西部地区留下了一
支带不走的专家团队。

尽管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
绩，但“残疾人的需求、我们希望
的目标还未达到”，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秘书长张雁华强调：“我
们将动员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

集善扶贫健康行：

社会力量精准健康扶贫的成功探索

眼科疾病筛查 胡凤莲奶奶的白内障手术十分成功

2017 年 12 月 3 日， 首届全
球公益金融论坛暨 2017 社会影
响力投资峰会在深圳举行。 在全
球社会影响力投资倡导提出 10
周年之际，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联
合蜂群物联网公益基金会，邀请
全球公益金融与社会影响力投
资领袖及金融、公益、实业等跨
界代表，以“让投资成为向善的
力量”为主题，围绕着普惠金融、
金融扶贫、战略慈善、社会影响
力投资、养老产业等内容进行了
探讨。

大会主席、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董事主席马蔚华称，信息化与
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推动公益发
展进入公益与金融结合的时代。

影响力投资是公益和金融结合
的公益发展新趋势。 金融企业和
社会投资企业将在中国发挥主
导作用。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建设
的关键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为创新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问
题提供了重大机遇。 在政府支持
下，民间参与社会服务成为未来
趋势。

利用金融的手段、商业的模
式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公
益金融产生的必然。 资本市场也
意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引领
资本向善逐步成为资本市场的
主流发展方向。 影响力投资在
2030 年有 3 个 10%的目标，一是

社会企业要增加 10%；二是商业
投资的中间， 影响力投资占到
10%； 三是政府预算用于影响力
投资 10%。

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
心秘书长典春丽在大会上发布
了第三届中国社会企业认证名
单，有 106 家申报机构获得 2017
年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涵
盖领域包括养老、教育、青少年
关爱、环保、无障碍、农村发展等
14 个社会服务领域。

深圳市福田区副区长何杰
发表《关于打造社会影响力投资
高地的意见》， 目标在未来五年
要把福田区打造为初具规模的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高地，引领全

国乃至全球的社会影响力投资
发展，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

另据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
益金融与社会创新中心专家团
队针对公益金融与社会影响力
投资的发展模式及全球经验深
入调研，大会正式发布《全球公
益金融的发展趋势》报告，阐述
世界已进入影响力投资的新时
代。

此外，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联
合 50 家企业、基金会、大学、媒
体，共同发布《香蜜湖共识》。

《香蜜湖共识》提出，用商业
智慧解决社会问题的理念；坚持
正确义利观的目标，以及尊重人

的价值，杜绝歧视和偏见，承担
社会责任，把社会、环境和企业
治理等问题考虑到投资决策中
的原则。 并探索行动战略，建立
一套社会影响力投资评价指标
体系、集结一批使命型社会企业
家、培育一个完整的社会影响力
投资产业生态体系、 开发扶贫、
养老、安全教育到环境能源等社
会问题的商业蓝海，培育完整的
社会影响力投资产业生态体系。
旨在与各国政府与地区广泛开
展合作对话，构建全球社会影响
力投资合作网络平台，努力赋予
财富以更多的社会价值，见证资
本的苏醒和回归，同心协力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届全球公益金融论坛暨 2017 社会影响力投资峰会召开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