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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2013 年 4 月 20 日晨 8 时 2 分发生 7.0 级强烈地震。截至 4 月 27 日 8
时，地震遇难人数达到 196 人，失踪 21 人，13484 人受伤，累计造成 231 余万人受灾。震
区共发生余震 5402 次。地震牵动人心，受灾民众需要生命支持、人道援助。
嫣然天使基金以致力于贫困家庭唇腭裂患儿的医疗救助和改善其生存环境为使命，抗震救灾
不是嫣然天使基金的使命，也不是嫣然天使基金的长项。但是，4 月 20 日地震发生后，嫣
然天使基金执行总裁李诗女士紧急召集嫣然天使基金全体人员开会，成立救灾应急援助小组，
发起“嫣然天使基金雅安救助行动”
，确定了嫣然天使基金地震救灾的原则和行动方案。嫣
然天使基金与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一起，积极通过官方微博、新浪微公益等平台，呼吁社
会关注雅安地震，并随时准备为雅安受灾的儿童提供医疗救助、物资援助等工作。
嫣然天使基金救灾原则
在固守嫣然天使基金儿童医疗救助的前提下，发挥自身优势，有效有序地为灾区的儿童提供
帮助。
嫣然天使基金雅安救助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地震发生起 1 周内，将 72 小时生命救援黄金时期先给政
府及专业的抗震救灾组织让出救援空间。嫣然天使基金在这段时间，则是利用自身优势，为
紧急救灾提供医疗服务和救灾物资的筹集准备工作。第二阶段为地震发生起第 2 周内，雅安
考察小分队亲赴灾区，了解灾区情况，考察当地的医院，并根据灾区的实际需求，调配和发
放捐赠的物资，确定儿童医疗救助的方向。第三阶段周期为一年。将医疗服务的方向转向灾
区需要二期整形修复的伤员。并利用当地 NGO 组织继续发放剩余的物资。
嫣然天使基金雅安捐助情况
截止到 5 月 8 号，嫣然天使基金收到社会爱心人士捐赠款项为人民币 627094.03 元，物资捐
赠折合人民币 2290294 万元。截止 5 月 8 号， 嫣然天使基金通过四川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
医院确定资助来自灾区的患者 11 名，其中包括 5 名来自灾区受灾家庭的唇腭裂患儿，全部
治疗费用预计为人民币 225641.27 元（其中 4 名患者已痊愈出院）
。部分捐赠物资已通过医
院和当地 NGO 组织发放给灾区受灾的儿童。
附件一《嫣然天使基金雅安救助专项捐赠款统计表》
附件二《嫣然天使基金雅安救助物资捐赠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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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救助行动进度
第一阶段 雅安救助行动的内容：
1. 灾区儿童医疗救助情况：
4 月 20 日，嫣然天使基金雅安救助行动应急小组成立后，即与嫣然天使基金在成都的
定点医院-四川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取得联系，了解雅安地震的情况，雅安医疗资
源和需求。并将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指定作为嫣然天使基金雅安医疗救助的执行机
构，救助来自灾区的伤员和病患。
地震发生当晚 21 时，四川雅安彝族姑娘许腰妹早产的龙凤胎，出现了呼吸困难、心率
失衡、生命体征微弱等症状，面临生命威胁。两个新生儿只有 32 周，男婴 1.4 公斤，
女婴仅 1.1 公斤。在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的 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做抢救，
且面对肺炎、坏死性小肠炎及全身感染的威胁，生命堪忧。许腰妹一家是普通的农户，
为了救治两个孩子向亲朋借了 6 万元，现在也所剩无几。得知他们的情况后，嫣然天使
基金决定为两个孩子续写生命的奇迹，先期捐赠 8 万元给到这两个在地震中出生并且顽
强坚持的孩子作为治疗费。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还接收了一名来自雅安震区的高龄产妇，39 岁的文贵芬在
4.20 地震中出现了怀孕 35 周先兆流产迹象，因为当地救援工作、医疗资源紧张，被转
送到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救治，她要在医院接受治疗直到生产。文贵芬的家被地震
震垮了，家里还有 80 多岁的父母，生命的重量就是在任何危难关头都不能轻言放弃。
嫣然天使基金决定先向文贵芬女士捐赠两万元，帮助她一起渡过难关。
高媛媛，还没满月，患有先天性唇腭裂。地震发生后，一位博友通过微博联系上我们，
嫣然天使基金工作人员得知消息后，即可跟媛媛的家长取得联系，了解受灾的情况以及
孩子的状况。得知 420 地震中，家里的房子坍塌成为危房，住在临时安置点。我们通过
当地志愿者将婴儿唇腭裂专用奶瓶、纸尿裤等母婴用品送到孩子的家中。并随即联系了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待媛媛身体条件符合手术标准后，安排媛媛入院治疗。
袁怡，也是来着雅安灾区的一名先天性唇腭裂患儿，和媛媛有着相同的遭遇，房子坍塌
成了危房，现在一家都住在帐篷里。嫣然天使基金决定也帮助这个孩子及其家庭。不仅
将唇腭裂专用奶瓶及母婴用品送到了孩子的家中，也联系了医院将资助孩子的唇腭裂缝
合手术。
截止 4 月 26 日，嫣然天使基金确定通过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资助六位来着灾区的
病患，包括两名孕产妇、两名初生儿，以及两名唇腭裂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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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迅速搭建救灾物资捐赠平台：
母婴用品类物资的捐赠，嫣然天使基金根据灾区需求反馈，倡议母婴类的合作企业或机
构进行相关物资捐赠，与当地 NGO 组织协作，进行物资的运输和发放。嫣然天使基金进
行监督管控，严防浪费及需求不平衡。
4 月 22 日，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捐出仅有的二十箱纸尿裤，共计 3000 片，运往雅安
灾区。
4 月 23 日，贝亲婴儿用品（上海）有限公司协议向嫣然天使基金捐赠价值总计 200.7329
万元的婴儿湿巾、纸尿裤、奶瓶等物资，帮助四川雅安地震灾区受灾儿童。
4 月 26 日，广州惠思哲贸易有限公司将价值人民币 282954 元的婴儿服装通过嫣然天使
基金捐给雅安地震灾区。
3. 搭建救助行动专项资金捐赠平台，保证专款专用，项目资金独立审计，通过媒体公布捐
赠的相关数据。
4 月 21 日，嫣然天使基金在新浪微公益网上平台开通“救助雅安！为灾区遭受重创的
儿童募集手术费”项目。
4 月 24 日，吉安华富融通投资有限公司向嫣然天使基金捐赠 20 万元，用于定向资助雅
安抗震救灾。
4 月 27 日 ，COART 艺术现场、ThinkPad、蓝色光标公益在丽江联合发起慈善拍卖募款。
拍品是由 ThinkPad 提供的与 5 位艺术家韩湘宁、刘庆元、高瑀、钟飙、叶永青的首次
合作限量版笔记本电脑，以及中央美院、广州美院和鲁迅美院青年艺术家作品。活动共
募得 460600 元。所得善款全部捐赠给嫣然天使基金用于雅安医疗救助行动。
第二阶段 雅安救助行动的内容：
灾后第二周，嫣然天使基金雅安救助工作小分队亲赴灾区考察灾情，了解灾区需求，调配和
发放救灾物资。任务完成回京后，工作人员又根据灾区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了募捐和救助
的方向。
抵达灾区的第一天：了解一线灾情和需求，确定前往一线进行实地调研
4 月 27 日，嫣然天使基金雅安救助工作小分队抵达灾区，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与当地 NGO
组织的人员接触，召开 NGO 伙伴电话会议，了解雅安灾区受灾的情况以及当地的需求。工作
人员认为有必要亲自前往一线进行实地调研评估。然后前往成都临时库房清单捐赠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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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探访雅安病患，调整雅安救助的策略，立足长线机制建设
4 月 28 日，嫣然天使基金雅安救助工作小分队连同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崔克西医生来到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在毛萌院长的陪同下看望了雅安地震受灾的病员。并与毛院长等
医院领导探讨针对病员医疗费减免的医疗救助合作模式，也探讨了与成都市妇幼健康联盟进
行物资发放的合作模式。当天，工作人员与当地 NGO 组织接触，探讨合作方式。由此，确定
了将雅安短期紧急救助行为变成为期一年的持续救助行动。
截至 29 日，嫣然天使基金为 2 名孕产妇、4 名早产儿提供了医疗救助，全力保护母婴安全。
嫣然天使基金工作人员在成都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看望来自地震灾区的文贵芬时，这位 39 岁
的高龄妈妈激动地掉下眼泪。经历无数次流产的她没有放弃当一位母亲的想法，宝宝对她而
言无比的珍贵，420 的地震让她失去了家园也险些失去了宝宝，通过医生奋力救助，现在母
子平安。而她的孩子是我们这次四川雅安地震救助的最早也是最小的宝宝，瘦弱的一个仅有
1200G，渡过危险期的他们此刻在保温箱里安静的睡着。生命是如此的渺小，又是如此的顽
强，加油！宝贝，我们与你同在！

第三天：灾区实地调研，考察医院和安置点，评估当地真实需求
4 月 29 日，早上 8:00 工作人员来到双流机场仓库，将运往雅安的 3 车物资装车，运送到雅
安、芦山、龙门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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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工作人员冒雨奔赴前线，第一站是芦山县人民医院，医院住院大楼已经遭到严重的破
坏。重伤的患者基本转移到雅安，成都，只有小部分的患者留在帐篷医院里接受治疗；贝亲
捐赠的部分母婴用品也交接给了医院。
随后，工作人员又来到雅安市人民医院，与辛苦工作在一线的新生儿科、儿科医生进行会面，
详细了解受地震影响的 60 多名患儿的病情、家庭受灾情况，提供后续医疗救助。也向医院
转交了由贝亲捐赠的现时急需使用的婴儿消毒喷雾、消毒湿巾、纸尿布等物资。

第四天：探讨灾区伤员的二期整形康复医疗救助，继续物资的发放
4 月 30 日，工作人员前往这次地震政府指定的伤员接收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这里收治
了 33 位来自灾区的儿童伤员，国家会免除其全部的医疗费用。就灾区儿童伤员的二期整形
康复治疗，工作人员与医院小儿外科主任探讨了二期整形康复治疗的医疗救助合作模式。

之后，工作人员继续着手进行贝亲捐赠物资的交接工作，分别将部分物资转交成都市妇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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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中心医院和慈爱基金。并与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探讨了为雅安灾区乡村医生进行培训
以及为其建立远程会诊系统的合作模式。
当天，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捐赠的 20 箱尿不湿也运抵雅安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嫣然天使基金雅安救助工作小分队顺利完成雅安考察工作，于 5 月 1 日返京。返京后，工作
人员根据这次考察的结果，确定了后续物资发放的计划，调整并确定了医疗救助的项目。
第三阶段 雅安救助行动的内容：
根据灾区的实际需求，嫣然天使基金及时调整了救助的方向和策略，初步确定第三阶段雅安
救助行动的内容，除继续发放剩余物资外，还主要包括两个项目：
1. 灾区儿童伤员的二期整形康复医疗援助；
2. 灾区乡村医生的培训项目。
该阶段的项目实施需要结合国家灾后重建措施，综合评估当地实际需求，需要 1-2 个月的时
间完成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该阶段的救助活动将持续一年。

附件一《嫣然天使基金雅安救助专项捐赠款统计表》
捐赠人

捐赠金额

芦晨

备注

200

吉安华富融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李东容

3000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

389248

关洁梅

34646.3
合计金额为：

新浪微公益网络平台募捐的款项

627094.3

备注：本表中统计的捐款以中国红基会实际到帐金额为依据。

附件二《嫣然天使基金雅安救助物资捐赠统计表》
捐赠企业

物资捐赠

贝亲婴儿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市慧思哲贸易有限公司
合计：

备注

2007340

母婴用品

282954

广州童装（2 岁以下）

￥2,290,294.00

物资的统计以实际签收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