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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 凉爽的贵阳，

在贵州大学 -国家大学科技园

大楼举行了贵州万心公益基金

会成立和万心善行项目启动仪

式，“万心善行” 公益项目和

“万心奖学金”项目同步启动。

仪式当天， 首期启动资金 200

万元用于开展救助偏远贫困地

区的心血管病患者。

在启动会上，“汉喜普泰医

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郝建生为基金会万心善行项目

捐助 100万元， 用于救助贫困

心血管病人，同时，汉喜普泰医

院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贵阳

白云心血管病医院” 被指定为

万心善行项目贵州定点救助基

地。 贵阳白云心血管病医院一

贯秉持“一心为民、万心善行”

理念， 自医院发展心血管病专

科伊始， 便聘请国内知名专家

万峰、卢才义、朱晓玲、顼志敏

教授等到筑坐诊， 让贵州的心

血管病患者不出家门就能享受

到一流的医疗技术与服务。

贵州万心公益基金会由国

际知名心血管专家、 医院管理

专家和清华大学贵州校友会等

爱心人士发起成立。 以心血管

疾病救助和基层心血管医生专

业培训为特色， 将致力于建立

一所帮扶救治云、贵、湘、川贫

困偏远地区心血管病人和基层

心血管医生培训教育的公益组

织， 有利于填补贵州地区在医

疗技术和经济帮扶方面的缺

口。 由贵州省慈善总会和贵州

万心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

“万心善行” 工程将致力于推

进云南、 贵州等高原地区贫困

家庭心脏病患者的医疗救助和

帮扶， 为贫困百姓缓解医疗压

力与经济负担。

基金会发起人之一万峰教

授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通过我们的基金会能够将好的

专家团队、好的技术、好的服务

带到贫困地区， 我们培养专业

医生团队， 给病人提供及时治

疗。 这正符合我们国家医疗卫

生健康的大方针，技术下沉、技

术培训帮扶、技术普及，也符合

习总书记说的“没有全民的健

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 的大

健康中国战略方针。

万峰教授在启动仪式上致

辞道：做公益善事不分时间、不

分多少、不分地位高低、不分地

区、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只要在

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付出爱心，

这样的心愿也同样值得尊重和

感谢，都是同样的善心善缘。做

慈善公益事业需要团队传承才

能发扬光大， 也是一个团队和

社会的需要， 所以我们万心公

益基金会的目标和工作是救助

更多的心血管病人， 为他们建

立绿色通道， 同时要培养基层

医务工作者掌握心血管的专业

知识， 能够使更多的心血管病

人更早更好的得到及时的救助

服务，把慈善公益救助的思想、

体系和团队普及开来并传承下

去。

未来， 贵州万心公益基金

会的工作总体目标总结为“三

个五” ：50 家合作机构，500 名

基层心血管医生，5000 名心血

管的病人救助。 最后要汇集 1

万人次的慈善捐赠的参与者和

企业， 达到的目标就是万心公

益基金会的名称来历，“万心”

就是万众一心做公益、做慈善、

做传承、做服务！

启动仪式当天， 笔者与万

峰教授和顼志敏教授进行了长

时间的交流。

顼志敏教授认为，“医生

走起来，往基层走，就可以让

患者不用再四处奔波” 。 “在

贵阳， 病人数量相对北京较

少，这也给了我们更多与病患

沟通的时间，相信病患也能得

到更好的服务。 心血管疾病的

治疗是一个需要多方协调的

治疗过程，例如患者如果用药

得不到改善就需要进行支架

介入、手术等治疗，而在手术

治疗后患者又需要后续的用

药治疗” ，顼志敏教授表示，贵

阳白云心血管病医院心脏病

区融合了国内知名心血管疾

病专家的力量，患者可以在专

家指导下得到科学的治疗意

见，对病情的治愈有着很大帮

助，“事实上，这样的模式也是

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医疗模式，

很高兴能看到这种先进模式

在贵阳落地。 ”

万峰教授表示， 心脏外科

手术是一项需要团队完成的工

作，包含了麻醉、缝合、风险评

估、ICU 护理等多个专业学科。

初来贵阳时，由于医院新建，有

的设备技术还不完善， 万峰教

授在开展手术治疗时， 有时会

需要从北京带来专业团队、医

疗设备。但是现在，经过两年多

的努力， 医院已经拥有了自己

的常驻医生， 并不断配置先进

的医疗设备， 在各位知名专家

的带领下， 常驻医生的医疗水

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医院不

仅可以开展各类常规化手术，

还能成功完成重症冠心病、重

症瓣膜等高风险的重症手术。

医院的努力得到了患者的认

同。

在顼志敏教授的手机上，

建立了多个与患者、 基层医生

沟通的微信群。每天，顼志敏教

授都会在微信群中科普健康知

识、 转发国内国际最先进的医

疗技术与理念。 顼志敏教授表

示，对于市民、患者，他希望能

够通过科普健康知识， 让病友

们树立起正确的健康理念；对

于基层医生， 他希望能够提升

贵州的医疗水平。“不仅要‘输

血’ ，更要‘造血’ ，这样才能

让更多患者受益” 。

顼志敏教授所做的也是贵

阳白云心血管病医院在不断践

行的事业。维护群众健康、建设

健康中国， 贵阳白云心血管病

医院一直保持着“在路上” 的

状态。 作为“贵州万心公益基

金会” 发起人以及贵阳白云心

血管病医院心外科学科带头

人，万峰教授表示，接下来，医

院一方面会持续完成专科团队

建设， 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与

设备，造福患者；另一方面，基

金会还计划建设打造基层医师

培训基地，借助“万心善行”工

程这个平台， 不断提升贵州基

层医疗机构诊疗水平， 建设专

科医联体， 为贵州心血管病患

者打造一条开放、便捷、通畅的

“绿色通道” 。

专家介绍

万峰 主任医师、 教授，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心

脏外科主任（副院长），中国杰

出的心脏外科专家和著名心脏

外科领军人物， 中国医师协会

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发起人暨

首届代理会长和第二届会长，

法国国家外科学院外籍院士，

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心血管外

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

学装备协会心血管装备技术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原北京

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系主任，

“中国医生集团十大影响力人

物”荣誉称号获得者。

曾被世界著名《华尔街日

报》 誉为“跳动心脏外科的先

锋”暨“世界心脏外科跳动心脏

搭桥术的领导者” ，并荣登著名

刊物《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人

物，题为“这个人能救你的命—

中国医疗的新面孔”被誉为“心

脏外科的先锋与开拓者” 。

顼志敏 原北京阜外医

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原首都医

科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

长， 贵阳白云心血管病医院心

内科学科带头人。

多年来主要从事冠心病、

高血压、 高血脂等心内科临床

医疗工作， 即心血管病规范诊

断和临床药物治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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