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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 造福于民

大病救助是慈善的!浅盲点"

!目前在慈善捐助中"大病救助还是
一个#浅盲点$% &河南省慈善总会师戌平
秘书长感叹%

她所说的!浅盲点&是指"对于有爱
心进行慈善捐款的个人和企业而言"绝
大多数将捐款的对象锁定在救灾'助学'

助困'助孤等"对于大病治疗的救助"在
以往有现定性的捐款中所占比例极少"

捐助热情相对较低"形成捐助!洼地&"仅
比未覆盖的!盲点&稍强些"被称作!浅盲
点&%

师戌平秘书长分析" 其中的缘由主
要是不少捐助者彷徨于大病医治的 !捐
助价值&在哪里( 大病救助的成功几率偏
低"多次救助"多次失败后"慈善捐助者
难免产生!挫败感&"这一点也成了影响
大病慈善捐助的难点%

采访中" 一位热心于慈善事业的郑
州市民告诉记者"她曾先后出资

!

万元"

参与救治过
"

名大病患儿" 其中一位是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两名为白血病患儿%

!这三个孩子如今都不在了"特别是
#$

岁的白血病患儿" 在他做骨髓移植手
术期间"我经常到医院探望% 孩子非常可
爱"相貌出众"毛笔字写得特别好"但最
终还是走了% 孩子离开医院的那一天"我
去送行"情不自禁摸了孩子的小脸"触摸
那种冰冷" 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快要被击
倒了"内心非常失望% 现在我仍参加一些
捐助活动" 但会选择为贫困学生赞助学
费或购置学习用品% &她感叹"在慈善的
路上"爱心有时也会疲惫不堪)

郑州市多家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表
示"对于院内出现的大病困难患者"医护
人员基本上都参与过捐款捐物的爱心帮
扶"有些心外科'血液科的大夫一年捐款
甚至近万元" 但总体而言" 不是长久之
计"不能从根本上解救大病患者%

慈善仅是大病救助的!单行线"

!慈善救助仅仅是大病救助的*单行
线$% 这种方式只有在以政府为主导"社
会广泛参与"多方联动的机制下"才能更
有效地实施大病救助% &被誉为!中原社
工实务第一人&' 创办了河南省首家专
业社工机构的陈骋说%

自
$%%&

年
$

月
'!

日温家宝总理在
天津火车站偶遇白血病患儿李瑞并以个
人名义对其进行了救助后" 陈骋所在的
郑州绿城社工服务站就发起了 !向总理
学习&救助白血病患者的活动% 他们的目
标是+ 倡议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向总理学
习"奉献爱心"积极加入到白血病患儿救
助行列"为推进建立政府'企业'社会携
手共同救助白血病的长效机制而努力%

到
(%)%

年
*

月"服务站已举办公益活动
)*

期" 共向社会募集善款近
)+

万元"向
(!

名大病患者提供了
,-,

万元的资助%

被誉为!中华慈善大使&的河南人赵
俊方"多年从事救助工作% 就在今年的

"

月
(.

日"他与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
人物魏青刚' 感动中原人物当代孝子张
尚昀'全国劳模朱素玲'全国!三八红旗
手&申红等人"刚刚为一名贫困白血病患
者发起过一场广场募捐活动%

!当天热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共募
集资金

!%%%

余元"但对于白血病患者的
治疗"这些善款杯水车薪% &赵俊方认为"

特殊的大病患者救助" 还是要依靠政府
施救% 他了解到" 江西省已初步确定了
!政府支持'社会参与'慈善运作&的儿童
大病救助思路"省'市'县三级联动"最高
可为患者提供

!

万元的救助%

我省一家长期从事慈善捐助的企业
负责人表示" 完全由政府为大病救助埋
单"也不现实"可尝试更加灵活的方式鼓
励企业参与其中" 如支持企业冠名专项
基金"或通过政府购买产品的形式"定向
引导企业救助大病患者%

郑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王军
强认为" 可以探索在大病救助的志愿者
服务中引入!储蓄机制&"即将参与大病
救助的志愿者服务详细记录并 !储值&"

在志愿者及其家属需要帮助时" 以志愿
者服务的形式给予!支付&%

!"#"

在海外

建立大病救助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

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医疗保障比较健
全"他们对大病救助的一些方法"也能给我
们一定的启发%

在法国"医疗保障体系专门对
"%

种严
重疾病包括慢性疾病!开绿灯&"如艾滋病'

帕金森氏综合征等% 如果有人患了这
"%

种
疾病中的一种" 国家将全额支付他的医疗
费% 越是疑难杂症'重病大病"参保人员越
能享受到近乎百分百的医疗报销% 生活困
难' 接受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甚至可获得
免费医治待遇% 比如说一个穷人患了癌症"

需要做化疗等"他可以到一所公立医院"由
国家免费为他进行救治%

对工薪阶层来说" 员工的医疗保险费
占工资总额

)&-!/

左右"由企业和员工按比
例分摊" 通常情况下从员工工资总额扣除
!-./

"其余由企业承担缴纳% 自由职业者根
据收入情况按一定比例缴纳医疗保险费"

而无收入人员则只需缴纳少额甚至免交保
险费就可享受医疗保险%

在墨西哥" 无论是成立已久的社会保
险局或者新近建立的大众医疗保险计划"

都采取转诊制的方法来控制成本% 也就是
说" 病人第一步必须到初级医院或特定的
家庭医生处就诊" 只有在病人病情较为严
重和复杂" 才会被建议进入中级或高级医
院就诊"这样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
院& 的机制% 对于发病几率较小的重大疾
病" 各个医保机构设立了专门的大病保险
基金% 大众医疗保险计划中的大病保险基
金占医疗保险基金的

./

"应对参保家庭的
突发性严重疾病% 全国社会健康保障委员
会主席安冬尼奥,费尔南德斯举例解释"如
果一户参保家庭的孩子患上白血病" 被转
入一家中级医院治疗" 医院自行设计治疗
方案" 而委员会每年付给这家中级医院
(,+++

美元的保险费%如果孩子病情仍然十
分严重" 需要转入高级医院进行骨髓移植
手术"委员会每年则需支付高级医院

!++++

美元的医疗保险费% 大病保险基金保证每
个参保家庭在成员遭遇重病时" 都能够及
时地接受良好的医疗服务" 而不至于因为
家庭经济条件而耽误了治疗%

在国内

目前" 我国的一些地区也非常重视大
病救助问题" 制定了一些可行性很强的制
度" 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上海市青浦
区"从去年

##

月份正式启动"至今年
#

月
底"已有

##-.

万农民参加!特种大病救助基
金&" 农民个人只要出

#+

元" 如果患尿毒
症'白血病和其他恶性肿瘤-包括肝移植."

报销医疗费用超出
0

万元" 就可启用这种
救助基金"最多可报销

0+

万元%

据了解" 特种大病救助基金由农民个
体每人出

'+

元"区财政每人出
'+

元"合作
医疗基金每人出

'+

元" 今年总共筹得
"++

多万元% 今年上半年"全区投保农民中"新
发现了

(,

名三类特种大病病人"但由于第
一年治疗费用不高"

"++

多万元可充分保证
他们的治疗开销% 业内人士分析"在最初几
年内"每年的基金都会有所结余"像滚雪球
一样"基金的保障力度将逐年增强/万一不
够报销"政府财政也会给予托底保障%

在宁夏中卫市"于
(++.

年
*

月启动实
施特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 采取财政预
算'自治区补助'社会捐助的方式"建立了
特重大病医疗救助基金" 破解了资金筹集
难题% 在自治区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每年
安排预算

'++

万元"组织企业家'机关干部
年均捐款

0+

万元% 为建立社会慈善资金筹
集长效机制"中卫市将每年的

"

月
"'

日定
为 !中卫市特重大疾病救助活动宣传日&"

由民政部门负责宣传'办理咨询'接受社会
捐助等% 截至目前"中卫市已接受社会各界
捐款

'("-&

万元%

规定还打破了病后申请报销模式"实
行患大病特困户提前预借资金办法% 患者
住院期间发生缴费困难时" 可以申请预借
部分住院费% 自

(++.

年
*

月
'

日起实施大
病医疗救助制度以来" 先后为

((&

名特重
大病患者发放救助金

!,,-.

万元"单人最高
一次性救助

'*-!

万元"

'.!

名大病患者获
得了新生%

$"

小黄冠之后

在省会郑州"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排名并不
靠前% 然而

0

年前"这家医院却因为一个白血病患
者而名声大振%

(++0

年
&

月" 一个
!

岁儿童的病情牵动着河
南乃至全国各地好心人的心"这个曾经被父亲遗弃
的孩子叫黄冠"是个白血病患儿%

&

月
'"

日" 备受郑州市民关爱的白血病患儿黄
冠"被推进了郑州第三人民医院造血干细胞器官移植
室% 为他主刀的该院血液科主任赵晓武宣布"黄冠所
进行的脐血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手术获得了成功%

此前" 小黄冠经过了
''

个月的持续治疗和无数
市民的倾心帮助" 他曾经是万千群众最揪心的牵挂"

也一度成为报纸'摄像机'闪光灯关注的焦点% 数不清
的陌生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共为他凑了近

"+

万元
的医疗费"并帮助他成功接受了脐血移植%

可是 " 凶残的病魔在他治愈后三个多月反
扑000

(++,

年
"

月
&

日" 年仅
0

岁的白血病患儿
黄冠离开人世%

为了拯救黄冠的生命"曾经有数千人为他捐出
医疗款" 医生则动用了最好的医疗设备和资源"但
是令人感伤的是"最终这么多人的努力"仍然没能
挽留住孩子幼小的生命%

黄冠走了"可是消逝的小生命却留给社会和政
府太多的拷问+对于患重病的孩子"社会和政府应
该做些什么( 主治医师赵晓武一直在反思这一问
题+比千万人的爱心捐款更有力量的"是行之有效
的救助机制%

小黄冠离开我们已经
"

年了"可与他命运相似
的患者仍然没有减少%在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
部

'+

楼的血液科"住满了理着光头'戴着口罩'露
出求助目光的血液病患者%

!长期以来"儿童都是医疗保险的一个空白点"

无法得到相应的救助"对于白血病'尿毒症'其他恶
性肿瘤的儿童患者来说"如何建立儿童的大病救助
机制"能够对更多像小黄冠这样的白血病孩子进行
有效的救助"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赵晓武
说%

难以为继的基金会

!黄冠事件是被热心的媒体和有爱心的市民联
合*忽悠$起来的% &赵晓武说%

但黄冠事件促成了一件大事%郑州市原来没有
青少年重大疾病救助项目"黄冠事件促成了郑州红
十字会成立了青少年大病救助基金% 由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医生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记者和捐
助者共同组成"成立救助中心"共同评定谁最需要
救助"每人

0+++

元%尽管钱不多"但当时运行很好"

形成了捐款'基金会评定'送给患者或医院的良性
救助%

然而"今天的郑州市青少年大病救助基金"已经难
以为继% 该基金从

(++0

年
''

月启动以来将近
0

年的
时间"社会捐款不到

(+

万元"救助了
0!

人"平均每人
不到

*+++

元"目前账面上余款只有
'

万多元%

还有小黄冠事件后准备成立的郑州市少年儿
童医疗救助基金"因教育部门实行一费制"再加上
后来国家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有关部门
怕学生家长告乱收费"最后不了了之%

对于流产的郑州市少年儿童医疗救助基金"赵
晓武有着自己的看法+中小学生每人交

0+

元"是否
合法"这是症结所在%二是收上来的钱归谁管"归社
保管"还是基金会管%三是使用中是否公开透明"人
们会质疑% 但最大的问题是有些人不愿拿出这点
钱"总认为自己的孩子不会有病"大病不会落到自
己孩子身上"这是全民素质问题%

现在很多公益机构也想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大
家有顾虑'害怕"想做而不敢做"为什么( 因为白血
病人的医疗费用非常高昂% 赵晓武认为%

他举例说"希望工程救助一个失学儿童"

*++

块
钱就可以帮助他上完小学% 帮助一个贫困大学生"

(+++

元'

*+++

元就可以解决他的生活费用% 这些事
情很好号召"大家捐助起来也比较容易承受% 但是
捐助治疗白血病"费用非常高昂"好不容易筹来了
二三十万元"也可能还不够一个人的医疗救助% 所
以很多公益机构想做而不敢做%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虽然是中国传统美德"

救助黄冠一个病人" 社会救助的只是这一个点"应
该从点到面"帮助更多需要救助的人% 通过黄冠事
件可以看到中国人有爱心"但如何把个人的爱心串
起来"形成一种救助机制"产生社会合力"对大病救
助才有真正的意义% 赵晓武建议%

大病救助的政府作为

大病救助"有希望"也有困顿%

!筹集资金不能光靠民间 " 政府应该有所作

为% &做了多年救助工作的郑州市红十字会常务副
会长张春香认为"!政府每年应从财政中安排一定
比例的资金" 民间慈善机构再配以相当比例的资
金"共同保障大病救助资金"而这一切都需要一系
列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 &

张春香举例说"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于
(++0

年
!

月设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白血病救助专项基
金000!小天使基金&"开始了艰难的救助工作% 虽
然该基金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有规范
的制度设计'权威公正的评委会'公平公开的评审
流程" 但该基金面临的突出困难是求助对象多"募
集的资金少"目前仍有

0+++

多名登记在档"且符合
救助条件的患儿没有资金救助"而且求助人数每天
还在不断增长%

儿子得了白血病"治疗
'

年多'欠债
'0

万多元
的刘丹阳的父亲刘伦山认为"大病救助应该实行政
府投入'个人承担'社会捐助的机制"三者所占比例
各为

!+/

'

"+/

'

'+/

% 具体来说就是提高大病患者
的报销比例"由现行的

*0/

提高到
!0/

"政府设立
针对白血病'癌症'先天性心脏病等重大疾病的专
门救助基金"同时由各级红十字会'慈善机构'行政
企事业单位'学校'村委会设立重大疾病救助金%

大病患者是否都要政府买单(也有专家提出了
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大病救助应该在政府的支持
下"逐步建立国家医疗保障'个人购买医疗商业保
险'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救助三方结合的大病救助机
制%

!大病重病患者就是弱势群体" 政府部门和全
社会都应给予更多更切实的关注% &河南省卫生厅
农村卫生处处长王耀平说"!但人们对政府实行的
新农合的期望太高了"认为这个政策能解决一切问
题" 但实际上新农合只能解决群众的基本医疗"缓
解一定压力%无论是补偿比例"还是设置封顶线"其
初衷是为了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使不同患者在乡'

县'市和省级医院得到合理分流"更重要的是"保证
有限的医疗保障专项基金安全运行% &

!医保的钱"收的是大家的"绝大部分用于大病
患者"显然不行"因为这个钱款数目是一定的"是用
于公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用完了就没了% 比如白血
病患者的骨髓移植"要花

'0

万0

(+

万元"所用药
品的一半以上不能报销"医保保障的是公民基本的
医疗保障"不保大病%大病患者全让政府买单"不现
实"也没有必要% &赵晓武认为%

$.

仅有慈善
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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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冠究竟留下了什么
!!!在希望和困顿中前行的社会救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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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救助
在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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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聚焦

政府应是大病救助体系的主体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建立大病救助体

系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在目前

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已经具备了这

种实力"必须发挥政府#企业#医疗部门和社会慈善机构

的共同作用"把大病救助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起来$

现在由于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患上

恶性大病的人群在不断增加"往往不仅仅是患者个人

的原因"社会必须正视这一点"并对这些患病人群进

行救助是必须的"也是迫切的$

政府应该是大病救助体系的主体" 以政府为主"

这个制度才能建立起来"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地

完善$ 政府可以在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基础上"建立

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大病救助专门通道"有专项资金

和管理运营人员"由相应的医疗卫生部门"来引导帮

助需要救助的人群"走这个专门的通道$ 另外发展社

会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也是建立大病救助体系有益

的补充$

对于大病救助的对象和资金的管理使用"必须由

政府来监管"体现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 对于救助

的对象要有明确的规定"确定哪些人%哪些病属于救

助的范围"另外要简化办事手续"增加救助的效率&还

有作为一个理性的民族" 我们应该正视死亡的问题"

对于可以救治的大病"我们要尽全力救助& 而对于无

法治疗的绝症"则要做好临终关怀"来体现社会的人

道主义精神&

建立大病救助体系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河南财经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茂松#建立大

病救助体系必须解决三个问题'救助对象%资金来源

和支付方式&

摸清救助对象数据"是明确救助病种和救助标准

的先决条件" 建立贫困大病患者数据库显得尤为重

要& 建议由各地民政部门会同各地卫生部门%统计部

门"调查当地大病患者人数%医疗费用%社会救助等情

况"为救助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整合各方面救助资源"以政府为主体"广泛吸纳社

会的力量作为资金的来源& 建议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

安排专项经费"作为救助基金的主要来源&整合各级各

类慈善机构" 以联合募捐的形式" 筹集一部分社会资

金& 整合医疗卫生资源"设立大病救助的定点医院&

另外要明确支付的方式" 完善资金的管理制度"

简化资金结算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推动大病医疗费

用在医院直补&

$"

大病救助需要制度设计和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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