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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阳光基金”受助患儿回访及定点医院检查情况报告 

 

王瑄（社会监督员），胡慕云（志愿者） 

 

“天使阳光基金”成立于 2006年 5月，是中国红基会倡导实施

的“红十字天使计划”的组成部分。该项目旨在多方筹集善款，为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的贫困家庭儿童提供医疗救助，

其救助模式主要分为通过定点医院资助、通过地方红会资助和直接

资助三种。目前，“天使阳光基金”与全国各地 21 家定点医院建立

了合作关系，后者作为中国红基会的定点医院，收治“天使阳光基

金”资助的先心病患儿，并承诺予以 2000元以上的医疗费用减免。 

截止到 2011 年 5 月，“天使阳光基金”通过动员社会力量，累

计筹款达 1365 万元，确定资助先心病患儿 1206 名，目前 959 人已

完成资助拨款程序。 

为了解资助款的到账情况和项目的社会效益，并对过去 5 年的

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2011年 7月，社会监督办公室安排志愿者

胡慕云对“天使阳光基金”的受助患儿家庭进行了随机抽样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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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2011年 8月，又邀请社会监督员王瑄和项目部工作人员一起，

对陕西省人民医院、云南省昆明市延安医院、四川省绵阳 404 医院

等 3 家定点医院进行了实地回访，与部分在院治疗的患儿家长进行

了面对面的交谈，并对 6名术后康复患儿的家庭进行了入户探访。 

一、对患儿家长进行电话回访 

根据已完成资助的 959 名患儿名单，志愿者进行了随机抽样的

电话回访，有效回访了 268 名患儿（包括 258 名通过定点医院资助

的患儿，7名直接资助的患儿，3名通过本溪市红会资助的患儿）家

长，回访率达 28%，抽样回访的资助款到帐率达 100%。 
 

 

 

 

 

 

 

 

 

 

2011年 7月，志愿者胡慕云在进行电话回访                    受助患儿资料和原始回访记录 

（一）患儿手术和康复情况 

回访情况显示，绝大多数受助患儿成功接受手术，实现了术后

康复，并回到了学校或幼儿园，和健康孩子一样开始了正常的学习

和生活。具体来看，在回访的 268例患儿中—— 

（1）260例患儿手术成功，占总数的 97%，但其中 21例患儿家

长反映孩子术后心脏还是存在杂音、返流等小问题； 

（2）有 7例患儿手术失败，患儿已故； 

（3）有 1 例患儿存在医疗事故。（该患儿叫王忻钰，虽然她的

心脏手术完成，但在手术过程中淋巴管破裂，造成胸腔积液，后续

还做了不少手术。） 

（二）定点医院减免履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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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定点医院与中国红基会之间的合作协议，定点医院须对收

治的受助患儿进行 2000元以上的费用减免。电话回访发现，牡丹江

心血管病医院的减免最到位，该院不仅对患儿手术费用做出了减免，

还资助家长食宿，患儿家长都表示十分感动。但大部分定点医院的

减免履约情况并不理想。在 258名通过医院资助的患儿中—— 

（1）187例患儿家长反映医院没有做出减免，占总数的 72.5%； 

（2）68名患儿家长反映医院做出了减免，占总数的 26.3%； 

（3）3例患儿家长回答医院也许减免了，但医院没明确告知，

也不清楚具体数额，占总数的 1.2%。 

二、实地督查定点医院，探访受助患儿 

2011 年 8 月 5日到 12日，社会监督员王瑄与“天使阳光基金”

项目主管陈珞一起，对昆明延安医院、绵阳 404 医院和陕西省人民

医院等 3 家“天使阳光基金”的定点医院进行了督导检查，并探视

了正在住院治疗的受助先心病患儿。 

总体上看，这 3 家医院所承接的“天使阳光基金”医疗救助项

目实施顺利，对于中国红基会救助的先心病患儿都给予了绿色通道，

项目档案管理规范，往来账目清楚，票据合规合法。医院住院费用

清单、出院结算明细单，经病房、住院处、医院财务三级核对无误。

中国红基会拨付的善款都用来冲抵患儿的治疗费用，所探访的患儿

家长均表示满意。但这 3 家医院普遍存在减免不到位的问题，与之

前电话回访发现的情况基本相符。 

（一）云南省昆明市延安医院的项目执行情况 

昆明市延安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在开展胸外科手术方面

具有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医院领导对于“天使阳光基金”项目的

组织和开展比较重视，自挂牌成为中国红基会的定点医院后，共收

治“天使阳光基金”资助患儿 46人，其中 36人已经完成拨款。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49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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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患儿刀智星（玉溪市元江县澧江镇那整村），今年 9岁，

傣族，他还有一个姐姐患有肾病。这次探访了解到，刀智星家中仅

靠种 4亩香蕉维持，今年当地香蕉只卖 5毛钱一斤，家庭更加困难。

刀智星现在已经上 3 年级，接受“天使阳光基金”的资助进行手术

后，身体已经康复，能与其他健康孩子一起上体育课，追闹嬉戏。

刀智星和他的姐姐学习都很努力，家中墙壁上贴满了奖状。 

巡视组又来到受助患儿赵恒的家（云南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新街

乡文河三组），赵恒今年 10 岁，自小就发现有先心病，家庭经济特

别困难，父母本打算放弃对赵恒的治疗，并申报生养第二胎，在其

母亲怀孕后收到我们的资助通知，于是整个家庭重燃希望，送孩子

去医院做手术。目前赵恒就读小学四年级，术后恢复很好，人也比

以前胖了很多。探访正值暑假期间，赵恒在家帮妈妈照看弟弟，爸

爸现在能安心在外打工贴补家用。赵恒的妈妈很是感激，对我们说，

自此，家庭就十全十美了。 
 

 

 

 

 

 

 

 

 

正在昆明市延安医院住院治疗的患儿何思雨(右一)                       

 

 

 

 

 

 

 

 

 

 

受助傣族患儿刀智星(中)接过巡视组送的书包 
受助患儿赵恒(左一)和他的妈妈、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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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川省绵阳 404医院项目执行的基本情况 

绵阳 404 医院是一家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自签约成为中国红

基会“天使阳光基金”的定点医院后，该院在胸外科成立了儿童特

别护理病房，从病房环境布置及患儿家属陪护等各方面都做到了细

致入微。在受助患儿床头还放置了“天使阳光基金”的资助牌，以

更好的宣传项目，并提醒院内医生、护士注意对孩子加强护理。该

医院将每年 8月最后一周定为“爱心周”，该周周六减免患者的挂号

费用和部分医药费用，他们特别通知手术康复期的受助患儿可在此

期间回医院复查，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目前，该院已累计收治

“天使阳光基金”项目资助患儿 59人，并实施了外科手术或介入治

疗，其中 41人已经完成拨款。 
 

 

 

 

 

 

 

 

 

 

 

 

 

 

 

 

 

 

 

 

 

 

1. 社会监督员王瑄(右一)在绵阳 404医院检查财务账目 

2. 绵阳 404医院医护人员在护理刚刚手术完的受助患儿邹红梅 

3. 受助患儿蒋慧玲和妈妈开心的笑脸 

4. 四川受助患儿张铭麟、龚福、赵姝萍和其家长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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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患儿蒋慧玲（绵阳市三台县刘家镇转江黄荆村），今年 8

岁，父亲在镇上的一家餐馆做厨师，还要赡养年迈的老人。为了生

活，蒋慧玲一家在镇内租房居住，因为地处 5.12地震灾区，国家免

去了她家的租金，母亲在家照顾家庭及孩子。蒋慧玲术后康复很好，

目前已上学。自手术后，她不仅身体恢复健康，性格也变得活泼开

朗，令家长十分欣慰。巡视组专门来探望，蒋慧玲全家都非常高兴。 

（三）陕西省人民医院的项目执行情况 

陕西省人民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与中国红基会合作开展

“天使阳光基金”救助项目后，医院对受助患儿实行入院三步管理，

即：（1）建立受助患儿入院治疗绿色通道；（2）严格入院筛查，切

实保证患儿的手术安全；（3）对术后出院的患儿实行回访制度，考

虑患儿都不是西安本地人，院内建立患儿复查快速通道，以减轻患

儿家庭的经济负担。目前，该院已收治“天使阳光基金”资助患儿

87人，其中 68人已经完成拨款。 
 

 

 

 

 

 

 

 

 
 

正在陕西人民医院住院的受助患儿任恬                    康复后的受助患儿杨力和他的父母 

巡视组到来到西安市户县草堂镇南城寨，专门探访了术后康复

回家的受助患儿杨力，杨力已经 14岁了，他从小患先心病，虽然已

经上中学，但他经常是由爸爸背他去上学，因为学校比较远，他走

不快也走不远。14 年来，他的父母不敢去外面打工，因为杨力经常

感冒发烧，一犯病就嘴发紫、喘不上气，情况十分危急。他们 5 年

前盖的房子，现在还没有抹灰，因为所有的钱都花在杨力看病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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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典型的因病致贫家庭。现在，在“天使阳光基金”的救治下，孩

子在陕西省人民医院的手术成功，术后恢复良好，杨力可以正常生

活学习了，他们全家都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对中国红基会的

感谢之情溢于言表。 

三、问题和建议 

（一）医院减免不到位的问题 

不管是电话回访还是实地巡视，发现大部分定点医院普遍存在

减免不到位的问题，即并未按照与中国红基会之间的合作协议对受

助患儿进行 2000元以上的费用减免。对此，不少医院称是因为国家

提高了医保报销比例。 

昆明市延安医院患儿家长都反映，不清楚医院是否有减免或者

医院明确告知没有减免，巡视组在所有院方提供的患儿费用清单上，

也没有发现减免的地方； 

绵阳 404 医院有内部的减免文件，明确规定受资助的患儿在医

院减免 10%的费用，但是患儿家长均不知情； 

陕西人民医院内部文件明确规定，医院减免受助患儿 15%的费

用，患儿家长也知道减免了，但是没有明确到患儿住院一日费用清

单里。 

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如下： 

（1）项目部要加强督办，项目管理人员要敦促医院，对特别贫

困的受助患儿要减免一定费用，不论是减免医药费用还是人工费用，

或者是减项了，都要明列清单告知患儿家长，以使患儿及家长更深

切地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2）可以修订与定点医院签订的合作协议，降低减免费用的标

准，增加相应的违约责任和追责方式条款，从制度上确保定点医院

减免义务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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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给患儿家长的资助告知书中告知家长，定点医院有附加

的减免义务，使患儿家长能够积极主动地争取自己的权利，督促医

院履行减免义务。 

（二）定点医院的资质审查和项目风险 

巡视发现，由于中国红基会“天使阳光基金”部分定点医院签

约较早，医院资质从三乙到三甲之间各个层次都有，不少医院除了

进行手术外，还进行过介入治疗。但医院能否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

诊疗（指经血管穿刺径路进入心腔内或血管内实施诊断或者治疗的

技术），卫生部对此有明确规范（卫医发[2007]222 号），并在医疗

机构、人员、技术管理、培训及其他管理方面有着详尽的规定
1
，值

得中国红基会注意。 

建议中国红基会在签约定点医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国家卫生

部、省卫生厅、市卫生局的相关市场准入规定，选择具备足够资质

的定点医院进行合作，以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尽量规避医疗

救助项目可能遇到风险。 

(三)资助程序和标准问题 

有些家长反映，希望简化资助流程，目前资助申请手续太麻烦，

需要的材料太多，为了申请救助家长跑了很多趟。 

还有家长表示，希望中国红基会在资助方面上能更透明公开，

例如什么样的孩子能够得到资助，资助标准分为几档，资助名额是

怎么确定的，等等。 

                                                        
1  根据《卫生部关于印发<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的通知》（卫医发[2007]222 号）规定——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规范》要求，组织对医疗机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价。

凡通过能力评价的医疗机构，准予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科目登记，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备注栏注明其

原有的心血管内科、心脏大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诊疗科目及其科目下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项目。各省级卫生行政

部门要及时将准予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名单向社会公告。” 

“对于准予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组织对其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

术临床应用能力进行定期评价。在定期评价过程中，对于不符合《规范》要求的，要及时注销其心血管疾病介入

诊疗科目登记，并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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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1）在不违反有关项目要求和规定的前提下，尽可

能的提高资助效率，方便患儿家长的申请和受助；（2）加大项目宣

传，除已经通过机构官网、资助告知书等手段公开资助标准、资助

名额确定过程、资助程序等，还要开展更多种方式的宣传，消除家

长和公众的疑虑。 

（四）民间机构代孤儿申请资助的问题 

在电话回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有民间慈善机构、孤儿院代孤儿

申请“天使阳光基金”资助的情况。例如，资助信息表中一名叫“陈

乔凡”的人代多名孤儿申请了资助，这名工作人员曾在北京市大兴

区青云店“新日希望之家”工作，其代为申请资助的孤儿除了来自

“新日希望之家”，有的还来自其他省份的孤儿院。其申请资助的模

式是“希望之家”先行垫付孤儿们的治疗费用，再持发票到中国红

基会实报实销。但由于他留下的联系方式是工作电话，在我们回访

时陈乔凡已经离职，受助孤儿也相继被领养走，而新来的工作人员

表示对之前救助孤儿的现状不太清楚，给回访工作和后续监管带来

一定的困难。 

患先心病的孤儿是极其弱势的，民间慈善机构的善举值得褒扬，

但建议“天使阳光基金”在接受此类代办的资助申请时，能够与当

地红会及有关部门（如民政）联系，加强对此类机构及其提供的医

疗票据的核查，保持与受助先心病孤儿的联系，确保能够了解这些

孤儿的后续生活情况并进行回访，防止资助款被多领或骗领现象发

生，以切实让孤儿受益。 

(五)项目宣传和合作问题 

1. 鉴于辽宁本溪市红会自身开展资助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项

目，因此“天使阳光基金”直接注资本溪市红会的这一项目，平均

给每个当地申请患儿补助了 2000元。但在回访中我们发现，虽然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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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家长都表示收到了资助款，但基本不知道有其中有 2000元是“天

使阳光基金”资助的。建议：日后若与地方红会再进行此类合作时，

告知地方红会，发放资助款时要体现“天使阳光基金”的资助，以

切实加强项目宣传。 

2. 不少家长反映，自己的家庭很幸运地得到了资助，但周围还

有很多来自更贫苦家庭的先心病患儿，但许多人不知道这个渠道，

希望中国红基会能加强项目宣传力度，让更偏远、更弱势的先心病

患儿能够得到帮助。 

帮助云南患儿欧金财申请资助的云南边防解放军战士杨铁军

说：“希望中国红基会这么好的项目，能多关注一下边境地区。因为

这边的孩子实在是太困难了。” 

帮助湖南患儿谢彩丽申请资助的湖南公益人士张立辉女士建

议：“希望让更多的孩子都得到资助，有很多贫苦偏远地区的孩子没

有途径获得资助信息，希望中国红基会能和一些民间组织或者当地

妇联合作，使更多的先心病患儿受益，因为当地民间组织往往更了

解本地的情况。” 

（六）医疗救助项目和社会医疗保险的对接 

关于医疗救助项目如何和社会医疗保险相对接，是我们巡视过

程中一直在和医院探讨的问题。虽然该问题不是我们项目的关键，

但确实是一个必须重视的延伸问题，因为它困扰着定点医院的费用

结算，也制约了受助患儿对医院的选择。巡视组建议，可以加强与

各省市红会、医保及新农合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争取科学、合理、

有效的解决办法。 

 

送：总会领导、中国红基会理事、监事、监督委委员、社会监督员 

发：会领导、各部门、天使阳光基金办公室、天使阳光基金定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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