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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 SKIN如新十年救心

我们愿意从“标杆”变成“杠杆”
先心病救治
我们在和时间博弈

2018 年 4 月的一天， 哈尔
滨市儿童医院急诊室内， 不到
半岁的婴儿明明（化名）因合并
肺炎、肺动脉重度高压、复杂畸
形等症状紧急入院。 经过检查，
明明被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
并且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
机。 医院第一时间对明明进行
了手术救治。 术后在主治医生
和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 5 天
5 夜不眠不休地看护和守候下，
他终于转危为安。

当所有医护人员都长舒一
口气的时候， 明明的父母却突
然崩溃大哭。 原来，明明家的经
济条件非常困难， 他的父母没
有固定工作，高达 13 万元的治
疗费用让这个家庭毫无喘息之
力。 了解到明明家庭的困难之
后， 医院与黑龙江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协同合作， 第一时间
发放了“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
基金”项目救助款。

这是众多通过“公益组织
资助+合作医院减免+新农合
报销+家庭个人自负”的方式获
得救助的先心病患儿家庭之
一。 幸运的明明经过手术已经
能够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康成
长。 但在中国，超过 250 万儿童
正在遭受先天性心脏病的折
磨， 每年还会新增 15 万~20 万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其中三分
之二因为家庭贫穷无法得到及
时的治疗。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是国内公认的新生儿先心病
手术水平最高的医院之一。 医
院心血管中心主任贾兵每年要
为 400 至 500 名先心病患儿开
展手术救治。 他介绍：“先心病
救治就是在和时间博弈。 一方
面，新生儿多成长一天，安全系
数就增加一分；但另一方面，病
情每分每秒都需要我们密切观

察，一旦发现恶化，不论半夜还
是白天，必须立即手术。 ”

患儿家庭、医院、公益救助
系统……先心病救治中的每一
个环节， 都是在与时间博弈：患
儿家庭需要及早发现病情并就
医治疗，医院需要把握最佳救治
时机，公益系统则需要为贫困患
儿家庭第一时间提供援助。

那么如何实现先心病高效
救助？ 实现平台化、完整性的救
助链条，就是关键所在。

一拍即合
成就标杆型救助项目

2008 年，NU SKIN 如新带
着已经在东南亚开展的先心病
救助项目， 来到了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 NU SKIN 如新中
国总裁郑重回忆：“因为双方都
怀着对于先心病救助的相同愿
景， 黄国英院长和贾兵主任与
我们一拍即合， 如新中华儿童
心脏病基金成立了。 ”

据郑重介绍，最初，如新中
华儿童心脏病基金主要关注于
先心病患儿的手术救治， 并设
立了每年捐助 100 万元人民
币，持续 10 年，共计注入 1000
万元救助金的目标。 随着项目
不断发展，前期筛查、志愿者服
务和医疗培训等项目陆续上
马，救助链条不断完善。 2012 年
起， 项目开始资助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开展医疗培训。 经
过培训， 乌鲁木齐儿童医院成
为新疆首家有能力进行先心
病手术的儿童专科医院，其救
治过的先心病患儿最小仅 3
个月大。

除了慈善救治和医疗培
训， 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
还将先天性心脏病的议题延伸
到预防筛检的工作上， 以便能
有效减少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因
潜在的病因导致猝死的意外发
生， 也让更多患儿能及时发现
疾病、从而及时接受手术治疗。

在这方面，NU SKIN 如新与贾
兵又一次不谋而合。 对这段情
景，NU SKIN 如新中国市场营
销副总裁盛子人仍然记忆犹
新：“我们投入 90 万元先期研
究经费， 却撬动了国家卫计委
和上海市政府批准 400 万元和
800 万元，‘新生儿先心病筛查’
研究项目正式运转开来。 小小
的开始，获得了非凡的意义。 ”
2014 年 4 月，黄国英、贾兵与研
发团队其他成员的研究成果被
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在
线刊载，SCI(中文名“美国科学
引文检索”)评分 42 分，成为中
国儿科学术论文历年来最高
分。 2015 年，贾兵向上海市政府
建议对新生儿进行先心病筛
查， 这一建议很快被上海市政
府采纳，并被授予当年“最佳政
府政策建议奖”。 2016 年 7 月 1
日， 上海全境已建成 4 个新生
儿先心病筛查诊治中心， 形成
无盲点覆盖， 并通过互联网数

据实施共享。
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

的下一个“一拍即合”，来自于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据郑
重介绍：“当我们有能力把先心
病救助带向全国层面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慈善网络专业而庞
大的中国青基会。 ”2013 年 12
月，NU SKIN 如新与中国青基
会签署捐赠协议，设立“如新中
华儿童心脏病基金”，并承诺 10
年内向中国青基会捐款 1 亿
元，用于先心病救助项目。

作为项目对接负责人，中
国青基会希望工程事业部部长
谷 岚 从 2013 年 起 就 与 NU
SKIN 如新紧密配合， 让项目在
吉林、云南、黑龙江、广东、广西、
陕西、河北、四川、河南、北京等
10 省份落地实施。 她表示，中国
青基会曾经和国外基金会合作，
把一些贫困家庭的先心病患儿
送到国外去治疗，但成本实在太
高。 与 NU SKIN 如新展开合作
后， 中国青基会通过省级青基
会、 各级共青团组织的力量，能
够把各地贫困家庭患儿的需求
搜集上来，同时对接到各省、区、
市最好的医院。 贫困家庭的先
心病患儿得到了及时救治，很
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
也都有了新的生活动力。

项目成立十年来， 如新中
华儿童心脏病基金已成功募集
善款超过 1 亿元人民币， 救治
了超过 7500 名贫困先心病患
儿；为超过 13 万名贫困儿童提
供免费先心病筛查， 成功培训
250 名优秀医生，为儿童心脏专
科培养了更多专业的力量。

从“标杆”到“杠杆”
撬动更多社会资源

6 月 19 日，“感恩十年，从
心出发———如新中华儿童心脏

病基金 2018 年度理事全会”在
香港迪士尼狮子王剧院举行。
经过十年努力， 如新中华儿童
心脏病基金已发展成为包括筛
查、救治、志愿和培训在内的完
善的四大救助链条。

活动上， 项目最亲密的合
作伙伴贾兵和谷岚也来到了
现场。 贾兵的分享令人振奋：
未来将尝试大陆首例儿童心
脏移植手术，让项目的救治更
具深度。 谷岚则表示：未来将
响应国家号召实现精准扶贫，
让捐赠者的善款用到最需要
扶贫的地方。 活动还邀请了全
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
安永为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
基金十年工作做全方位的评
估：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
过去十年投入 1 亿元用于先
天性心脏病患儿救治，撬动的
社会价值却高达 12 亿元，投
入与产出比远超国内大病救
助项目的水准。

谈到先心病救助下一个十
年之路怎么走，盛子人坚定地
说 ：“更坚持 、更扎实 。 ”他表
示：“从源头干预新生儿预防，
提升更先进的手术技术，促进
先进医疗资源的交流、推动全
国范围的先心病筛查……我
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

而郑重则表示 ：“善的力
量的公益愿景已经走出自发
捐款、 简单行善的初级阶段，
我们的真正立意是要去推动
环境的变化、平台的改善乃至
价值观的建立。 一个企业的力
量有限，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
微薄之力，做一支杠杆 ，不断
撬动更多优秀的、有责任感的
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到救治
贫困先心病患儿的平台上来，
集结更多的社会资源来解决
这个难题。 ”

（辜哲）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 2018 年度理事全会

3 名完全康复的受助儿为项目合作机构送上代表十年情谊的感谢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