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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医者仁心
为弱势群体弃商为善

改革开放 40 年风云激荡，
企业家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见
证者、贡献者、推动者和受益者，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北
京葆康益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张瑞平来说，40 年的社会变迁几
乎覆盖了他的整个人生，也见证
了他“把爱传出去”的初心。

1998 年，22 岁的张瑞平因为
一次偶然的机会和一个大胆的
念想，独身一人南下创业。 自尊
心好强的他独自面对创业艰辛，
在经历种种磨难后终于在离家
3000 多公里的福建龙岩成功扎
根。 超强的商业天赋让张瑞平的
事业迅速发展，仅一年就进入厦
门、泉州两地医药市场。 2007 年
初，随着成功入驻福州，他完成
了福建省“新特药”的网络布局，
成为全省同行业领先公司之一。

然而，多年医药行业的深度
从业经历让张瑞平看到了太多
的悲痛，对弱势群体无人帮扶的
绝境感同身受。 面对他们买不起
药、看不起病，以及很多人因病
返穷、不得不选择放弃治疗的无
奈境遇，一颗公益的种子在他心
中逐渐扎根。 2010 年，张瑞平抛
开一路建立的种种辉煌，选择向
更有价值的未来前行，踏上北上
求学之路。

而这一去就是 9 年。
9 年的知识积累与思维开

拓， 加之 20 多年的企业管理经
验， 让张瑞平实现了个人的再次
升华。 此时，20 多年来对解决弱
势群体医药问题的责任感与同理
心， 让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对
社会有贡献和极具正义感的人。

2016 年对于张瑞平来说，是
他人生崭新篇章的起点。

为了让得不到有效医疗救
助、生活在病痛中的贫困弱势群
体重获新生，2016 年 12 月，在十
八届五中全会部署的健康战略
精神感召下，一家聚焦健康领域
的基金会在张瑞平的推动下于
北京成立。 为了让孤寡老人、留
守儿童、残疾妇女儿童等弱势群
体免费获得医药救助，张瑞平组
建了国内首家以“新药救助”为
模式的大型非营利机构———北
京葆康益生公益基金会，使数百
万弱势群体能够在未来因他的
善举获得免费治疗及康复。

艰辛探索
为健康扶贫开辟新路

作为医药救助领域的先驱
代表，北京葆康益生公益基金会
一直以实践者的身份摸索前行。

面对日趋严重的健康问题，
一条普惠化、便捷化、均等化的
医药救助有效服务路径亟待实
现。 基金会瞄准这一趋势，探索
出一条全新的“新药救助”公益
模式———将政府、企业、慈善公
益组织、 急需帮助的群体整合，
以创新模式解决社会问题，形成
直达受众的公益生态链，使医药
救助活动价值最大化。 基于该种
模式， 只要受助者满足受助条
件，由政府监管，企业和个人参
与支持，公益慈善基金会或机构
直接匹配服务商于受助者，以实
现快速精准的无差别服务。

除了药品的免费发放外 ，
“新药救助”体系还包括对医学
资讯的公益科普、 由捐赠企业
组成的公益联盟、 含医学指标
的公益检测、 做心理疏导的公

益专家。
为更好地开展公益行动，

把爱传出去， 基金会联合中华
慈善总会于 2018 年成立了“福
寿基金”。 福寿基金拟于 5 年内
在全国范围陆续开展内分泌遗
传代谢性疾病、 脑神经系统疾
病及眼科疾病、肝病、糖代谢疾
病、 风湿病疾病、 妇科病等 10
类病种救助活动， 将免费药品
发放给有需要的弱势群体。 由
于儿童是祖国的未来， 因此基
金会传爱的起点就选择了比较
贫困落后的青海、 新疆等偏远
山区，并将逐渐面向全国，救助
需要帮扶的少年儿童。

2018 年 12 月，首届“智力非
凡、健康成长、明亮眼睛”全国大
型公益救助启动仪式在北京人
民网演播厅举行，这也是“新药
救助”公益模式的首次实践———
凡满足申领条件的患儿即可登
录福寿基金网站或拨打咨询热
线进行爱心药品免费领取。

北京葆康益生公益基金会
开创的公益生态链是医疗领域
的一次突破，它让制药企业造福
被救助者的同时，也将新药品推
向了市场。

在启动仪式现场，张瑞平动
情地说道：“北京葆康益生公益
基金成立的初衷，就是坚守公益
梦想，坚持以公益慈善为基金会
发展方向。 作为心怀梦想的企
业，更应该有义务承担服务社会
的责任。 此次救助活动的开展，
重在帮扶弱者， 把爱传出去，在
创造企业价值的同时，勇于承担
更多的社会责任！ ”

而福寿基金成立至今，开展
了大量慈善救援行动，每一次的
竭尽全力，都是为了爱的传递与

医药事业的进步，更为了所有民
众健康梦想的实现。

渐入佳境
为医药救助广开门路

张瑞平和基金会并未沉浸
于“新药救助”模式落地的喜悦
中，而是大踏步前进，为该模式
在全国的铺开继续加大投入。

2019 年 3 月，为了解决我国
中小学生近视低龄化、重度化的
问题，北京葆康益生公益基金会
继续以“新药救助”模式，在基金
会下成立“葆康维瞳康少儿公益
基金”， 这是国内首支儿童类眼
病专项公益救助基金。

近年来，由于中小学生课内
外负担加重，手机、电脑等电子
产品的普及，用眼过度、用眼不
卫生、缺乏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
等因素，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
居高不下、不断攀升，近视低龄
化、重度化日益严重，已成为一
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
题。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需要政
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家庭、
学生等各方面共同努力，需要全
社会行动起来。 2018 年 8 月 30
日， 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的通知，高度重视这一问
题的解决。

此次成立的“葆康维瞳康
少儿公益基金”， 面向革命老
区、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
特殊困境儿童家庭， 针对儿童
双眼的近视、弱视、青少年假性
近视等多种眼科疾病， 优选国
内知名的国有大型制药企业或
上市公司研发生产的眼科专科
药品和安全有效的准字号二类

医疗器械，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为期三年的主题科普宣传、限
量援助和限价救助三种形式的
大型系列公益活动。

在启动仪式上， 基金会还
向福建、内蒙古、河南、天津、山
西、 安徽等六个省份革命老区
的学校代表发放了“葆康益生
公益助学金”及“阅瞳增光贴”
的药品援助。

2019 年 4 月，基金会与濮阳
县张姓研究会共同发起“挥公教
育基金”， 用于资助张氏贫困学
子教育成长，同时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青少年视力、 促进生长发
育、提高智力、补充维生素等领
域的救援及客户活动。

……
以关注儿童视力为起点 ，

“新药救助” 公益模式正有条不
紊地渐次展开。

传爱为始，行爱为终。 在基
金会崭露头角之际，张瑞平再次
重申了心头的信念———坚守和
责任。 何为坚守？ 坚守就是在资
本浪潮中保持公益的初心；何为
责任？ 责任就是牢记自己最初对
健康扶贫的承诺。 而引领他向前
的，就是始终不灭的新时代企业
家精神———创新、奋斗和使命。

一路前行，无问西东。 面对
挑战，张瑞平时刻谨记要做一家
有立场、有理想、有情怀、有坚守
的救助型基金会，将健康战略化
为切实惠及民众的医药福利，让
社会上的温暖真正抚慰每一个
需要帮助的病患。

怀揣敬畏，坚守初心。 让医
药救助把爱传出去，让公益服务
大众健康，这是北京葆康益生公
益基金会对未来的承诺，更是张
瑞平始终不变的仁者之心。

� � 4 月 28 日 ， 北京葆康益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张瑞 平 凭 借
其 国 内 首 创 的 “新 药 救 助 ”公 益 模 式 ，在 第 十 六 届 （2019 ）中
国慈善榜上摘得 “年度十大慈善家 ”称号 。

“他走南闯北 ，深耕健康产业 20 余载 ，铸就卓越品牌 ；他悲
天悯人 ，开创新药救助体验模式 ，转战公益天地 。 立足社会 ，卓
越自身 ，他放弃蒸蒸日上的家族事业 ，投入余生精力实现人生
梦想 ；传爱为始 ，行爱无疆 ，他传递医者仁心的公益精神 ，渴望
有识之士共铸大爱理想 。 ”在颁奖词里 ，中国慈善榜组委会给予
了张瑞平这样的评价 。

张瑞平（左）在公益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