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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永不止步

2021 年，大爱清尘走过了第十个年头。在这十年间，大爱清尘秉持着“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

一点是一点”的信念，以“扶助尘肺家庭，消除粉尘危害”为己任，以救助、预防、推动三项业务架

构，逐步向“天下无尘、自由呼吸”的愿景理想迈进。

在这十余年间，大爱清尘救助了 11万尘肺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将“尘肺病”带进大众视野，陆

续推动了尘肺病专项政策的出台和相关立法的修改。这十年之间，我们曾为尘肺农民的苦难痛哭，也

曾为专项政策的出台而欣喜，而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仍然是这个难题：该如何让这些为社会做出巨

大贡献的劳动者不再独自背负伤痛？

尘肺病是一种职业病，患者本身应该享有工伤保障待遇，但因尘肺农民群体劳动关系难以确定

等多种因素，他们在患病后往往无法获得应有的待遇，甚至没有基本的医疗生活保障。尽管近年有

多项相关政策出台，他们的生活状况也随着脱贫攻坚行动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他们保障缺失的问题

犹在。在 2021 年大爱清尘的抽样调查中，尘肺农民群体中 61%家庭有欠债，55%家庭上一年总

收入低于总支出，亦有 55%的受访家庭构成了“灾难性医疗支出”（医疗支出占全年支出 40%以

上）。一面是仍然迫切的救助需求，一面是越来越多的患者离世，我们不断提醒自己——前进的脚

步要再快一些。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爱清尘在 2021 年制定了新五年目标：计划到 2025 年前扩大患者救助覆

盖面，累计服务患者 20万人；针对尘肺农民家庭因尘肺导致的身心痛苦、资源匮乏、能力丧失感提

供多方位、长期的家庭帮扶解决方案，实现尘肺农民家庭建档并跟踪效果与需求变化情况，完成试点

规范与评估；实现涉尘岗位农民工个人防护用品佩戴率90%，实现大众尘肺病知晓率30%；与政府、

政策决策者共享上述成果，进一步推动政策改变。

2021 年，我们如期完成这一规划目标的基础搭建。这一年我们筹集款物共约 3500 万元，支出

约 3200 万元，以此极大的提高了患者救助覆盖面；创新完善“帮尘肺妈妈撑起家”、“尘肺病康复

中心建设”等可持续性公益项目，广受好评；初步搭建数据化信息系统；完成尘肺预防画册，为尘肺

病预防项目提供新的着力点；持续进行相关调研推动制度完善……

新十年就此开启，大爱清尘将依旧以“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的信念，努力给每

一个尘肺农民多一点希望，让社会多一道光，尽我们所能守护生命尊严。

大爱清尘秘书长

窦璐

2022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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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启航 6 月，大爱清尘启航。“开胸验肺”当事人——尘肺农民张海超被聘

为大爱清尘爱心大使。

8 月，大爱清尘医疗救治、制氧机项目启动。

10 月，大爱清尘助学、助困项目启动。

2012 年 探索 1 月，大爱清尘政策推动项目启动，在线提交对《职业病诊断与鉴定

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建议。此后，大爱清尘持续向

政府部门提交尘肺病相关建议。

3月，“农民工职业病防治问题与对策”研讨会举行，此后每年两会前夕，

大爱清尘都会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相关“尘肺病救助研讨会”。

4 月，大爱清尘入选 2012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项目”，获得中央财政 150 万元支持。此后，大爱清尘持续获得中央

财政支持。

8 月，大爱清尘首次开展政府合作，与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民政局

正式签署“大爱清尘峨边专项救助”合作协议，共救助该县 88 名尘

肺病农民。

2013 年 创新 3 月，大爱清尘组织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谢子龙及全国政协委员吴

先宁赴北京顺义调研探访尘肺病农民，数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

尘肺相关议案、提案。至今，大爱清尘已经动员一百多位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提交尘肺病和尘肺病农民相关的议案、提案。

6 月，大爱清尘联合新浪网发起“世界呼吸日”，倡导环境保护，关

注呼吸健康。之后，大爱清尘每年都会动员全国各地志愿者与爱心人

士通过徒步、骑行等方式，呼吁公众关注尘肺病、关爱尘肺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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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研究 7月，大爱清尘发布《中国尘肺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

并成立大爱清尘咨询委员会。此后，大爱清尘每年均会发布一本《中

国尘肺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7月，大爱清尘发布的《中国尘肺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

分别就此做出批示。

2015 年 调研 6 月，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在

全国政协委员严慧英陪同下来大爱清尘调研，了解中国尘肺病农民现

状。

7~9 月，大爱清尘分别在陕西、湖北、湖南、河北、四川、贵州等

省的重点乡村开展尘肺病调研。

12 月 26 日，大爱清尘携手贵州湄潭启动第一个“消除新发尘肺病

试点县”工作。

2016 年 四化
规范化
标准化
专业化
职业化

1 月，在社会各界和大爱清尘努力下，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十部委联合

发布尘肺新政《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

4 月，为了全面掌握大爱清尘的救援情况，落实全方位救援体系，制

订科学的救助措施，大爱清尘发起“2016中国尘肺农民信息登记”行动。

12 月，大爱清尘举行 2016 年尘肺病防治模式研讨会，会上发布了

第一本国际尘肺病治理经验汇编《尘肺病国际治理经验汇编（2016）》。

此后，大爱清尘每年均会发布《尘肺病国际治理经验汇编》，学习其

他国家和地区治理尘肺病的经验。



05

2017 年
推动
合作 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2020年）》，

规划明确提出将符合条件的尘肺病等职业病病人家庭纳入低保。

9月，大爱清尘携手贵州凤冈，启动第二个“消除新发尘肺病示范县”。

10月，山东省卫计委、省扶贫办、省人社厅启动“健康助力奔小康”

健康扶贫公益行动，以上部门将联合大爱清尘在山东省开展“健康助

力奔小康”之“大爱清尘免费救助贫困尘肺病患者”行动，对全省建

档立卡贫困尘肺病患者实行一次性免费救治。

2018 年 突破 2 月，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获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正式成立。

3 月，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社会动员处王大洋处长来到大爱清

尘，就如何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政府精准扶贫工作问题与王克勤

展开讨论。

4 月，大爱清尘全国首个正式运营的康复中心——良坊康复中心在江

西萍乡正式启动。之后，大爱清尘又在河南省栾川县与陕西省镇安县

建设三川康复中心与柴坪康复中心。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尘肺病防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职业病防治工

作已经摆上了党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事关扶贫攻坚、健康中国、全

民健康等战略的实施。

11 月，人社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农民工办公室主任杨志明，人社部

原工伤保险司司长、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陈刚等一行六人来到

大爱清尘办公室调研。

十
年
聚
力

developm
ent

history 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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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聚力 3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王建军率健康扶贫调研组前往江西省

萍乡市调研大爱清尘良坊康复中心，并对尘肺病康复中心工作表示肯

定。

4 月，大爱清尘耒阳导子康复中心在湖南省耒阳市导子镇卫生院正式

投入运营。随后，大爱清尘湄江康复中心、漫川关康复中心、界河康

复站和赤山康复中心相继投入运营。

6 月，应九三学社中央联络委邀请，大爱清尘创始人王克勤在其工作

会上向来自全国各地九三学社的负责人做专题报告。

7月，国家卫健委等10部委联合制定的《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

发布。

7 月，大爱清尘在北京举办了以“清尘八年·因爱无穷”为主题的八

周年汇报会，向公众、媒体、捐赠人等所有关注、支持尘肺病农民救

助事业的爱心人士汇报大爱清尘八年来的工作成果。

7~8 月，大爱清尘在全国开展大规模尘肺病农民生存状况调研，深

入乡村、医院和企业，了解尘肺病农民医疗和生活状况、医疗机构在

治疗尘肺病方面的情况以及国企职工具体的待遇保障情况等。

9 月，医保研究会副会长陈刚到访大爱清尘，与大爱清尘工作人员交

流尘肺病农民问题与大爱清尘工作情况。



07

十
年
聚
力

developm
ent

history 历
程

2020 年 砥砺 1月，国家卫健委职业健康司司长到访大爱清尘：“大爱清尘的工作，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现在取得的这个成绩已经得到社会

公认。”

1~3 月，大爱清尘开展驰援湖北紧急救援行动，累计捐赠呼吸机、

制氧机 3039 台，占基金会捐赠总数的三分之一。

3~5月，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尘肺病”

相关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5~6 月，陕西省“尘肺病防治攻坚督查组”、陕西省卫健委副主任

先后深入山阳县漫川关镇指导调研尘肺病防治工作。对山阳县创建政

府主导、民间力量和公益组织合作建设的大爱清尘尘肺病康复中心给

予充分肯定。

7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基层医疗机构尘肺病康

复站（康复点）试点工作的通知》，积极推进基层医疗机构尘肺病康

复站（康复点）试点工作。

8月，大爱清尘尘肺病农民工救治救助现状调查在全国7个省份启动，

本次调研旨在为尘肺病农民工专项保障制度提供数据支撑。

8~10 月，大爱清尘联合多家爱心伙伴，开展尘肺病救援及预防宣

传活动。

12月，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经过现场评估、评估审核委员会评审、

公示以及评估复核委员会复核和市民政局确认，最终获评 5A级社会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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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开创 1 月，“大爱清尘健康栾川”公益扶贫项目入选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

贫司“志愿者扶贫案例 50佳”。

2月，大爱清尘2021年“推动解决尘肺病农民问题”研讨会在京举办，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尘肺病领域相关专家在线下和线上共

同讨论《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订》、尘肺病农民的生存困境和保障以及

尘肺病预防等问题。

4月，全国第19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大爱清尘联合微公益、

头条新闻、微博健康、微博热点共同发起“职业病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公益议题，多位博主发布原创观点，48小时内话题新增阅读量 1亿，

登热搜榜 40位，热议榜 4位。

6月，“守护生命尊严”——大爱清尘十周年报告会在京举行。清尘十年，

推动尘肺病农民问题三大改变：改变患者、改变社会、推动政策。

7 月，大爱清尘党支部获评“先进党组织”。

7 月，大爱清尘驰援河南，为 235 户在洪灾中受困的尘肺农民家庭提

供帮助。

7 月，湖南、河南两省卫健部门调研评估大爱清尘康复中心，对大爱

清尘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继续开展合作帮助尘肺患者。

8 月，在湖北省卫健委和黄冈市巴河镇卫生院的支持配合下，大爱清

尘巴河康复中心验收完毕，正式投入运营，切实为当地尘肺病农民提

供康复服务。

11 月，在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公益品牌观察报告

（2020-2021）》上，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位列“2021 中国公

益基金会品牌榜”第十一位，在所有非公募基金会中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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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扶助尘肺家庭，消除粉尘危害

【愿景】
天下无尘，自由呼吸

【价值观】
守护生命尊严

【口号】
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

【任务】
救助：给予遭受死亡威胁、贫病交

加、缺医少药的尘肺病农民医疗及生活

帮助；

预防：运用一切传播途径与平台，

让尘肺病在中国实现家喻户晓，减少尘

肺死难；

推动：助力政府推动源头治理，推

进尘肺农民问题法规完善，实现制度性

根本治理。

大爱使命

大爱清尘是专门从事救助中国 600 万尘肺病农民，并致力于推动预防和最终基本消除尘肺病的全国性公

益组织。大爱清尘由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5A社会组织）、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4A社会组织）、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陕西大爱清尘救助中心四个主体组成，目前在全国各省区共有120个团队、

1.2 万多名志愿者。

大爱清尘创始于 2011 年 6月 15 日，缘起著名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

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创立以来，大爱清尘始终秉承着“扶助尘肺家庭，消除粉尘危害”的使命，

为最终实现“天下无尘，自由呼吸”的愿景而努力。十年来，在全国 31个省市区累计帮助 11万多尘肺病农

民及其家庭。近年来直接推动国家出台《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等一系列尘肺病农民救助相关政策。

大爱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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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创始人】王克勤（著名媒体人） 【大爱代言人】赵涛（演员）

大爱团队

大爱清尘组织架构

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 监事会主席：毕文强…………监事会成员：郭小华…………何国科

大爱清尘专项基金… … 监事会主席：王心安…………副主席：贾樟柯

… … … … 监事会成员：卢跃刚…………于建嵘…………徐小平…………马洪涛…………夏………爽

大爱清尘监事会

政策专家委员会

救
援
中
心

传
播
中
心

发
展
中
心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志
愿
服
务
中
心

综
合
部

各康复中心（站） 全国各省级工作区、地县级工作站、志愿者小组

大爱清尘咨委会

医疗专家委员会

大爱清尘理事会 / 管委会

大爱清尘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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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是大爱清尘各项工作能够正常推进的重要承载者，不管是救援版块各项工作的开展，还是预防传播

活动的推动，都离不开志愿者的付出和努力。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大爱清尘在全国累计发展志愿者 12043 名，分布在北京、陕西、甘肃、宁夏、

重庆、四川、上海、山西、湖北、浙江、湖南、安徽、广东、贵州、辽宁、河南、江苏、河北、江西、云南、

山东、广西、吉林、福建、青海、天津、黑龙江、内蒙古、西藏、新疆、海南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截至 2021 年年底，大爱清尘在全国共成立了 113 个工作团队、192 个合作高校社团，同时持续积极与

各级地方公益组织开展合作，2021 年新增合作机构 20 个。我们已经形成了全国网络，争取让更多力量加入

服务尘肺病农民，科普尘肺病知识的队伍当中。

志愿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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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清尘 2021
年度优秀志愿者及团队

一、十年志愿之星（3 人）

十年志愿之星… 陈季赟… 上海工作区

十年志愿之星… 洪贵兵… 四川宜宾工作站

十年志愿之星… 刘松生… 河南嵩县工作站

二、特别贡献奖（1 人）

十年特别贡献奖…姜振北… 北京志愿者小组

三、杰出志愿者（5 人）

杰出志愿者… 吴………萍… 广东工作区

杰出志愿者… 李秋莲… 江西萍乡工作站

杰出志愿者… 杨家琼… 重庆城口工作站

杰出志愿者… 张瑞宏… 河南卢氏合作服务站

杰出志愿者… 陈保峰… 陕西工作区

四、最具影响力传播人（8 人）

王大飞… … 胡国庆

陈年喜… … 袁………凌

孔维佐… … 刘………颖

刘………霜… … 孟令名

五、优秀团队（7 个）

陕西工作区

河南嵩县工作站

江西萍乡工作站

湖北工作区

四川宜宾工作站

青橙运营团队

官微编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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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优秀高校团队（1 个）

贵州毕节志愿者小组

七、最佳合作伙伴（3 个）

郴州市职业病防治所

河南卢氏合作服务站—卢氏县防溺水志愿者协会

杭州星克科技有限公司…穿越星晋团队

八、年度优秀志愿者（40 人）排名
不分先后

张旭东… … 陕西工作区

路………进… … 甘肃工作区

罗乾江… … 四川工作区

云春花… … 广东工作区

王大飞… … 辽宁工作区

曹晓均… … 青海工作区

齐荣玉… … 山东工作区

刘永吉… … 安徽工作区

魏美娜… … 宁夏工作区

乔大丰… … 河南工作区

王良喜… … 陕西安康工作站

冉思琦… … 重庆城口工作站

周岩明… … 江西萍乡工作站

程长喜… … 河南嵩县工作站

詹加元… … 四川泸州工作站

张桂艳… … 辽宁葫芦岛工作站

刘东方… … 辽宁朝阳工作站

陈纪宏… … 山东临沂工作站

任瑞芳… … 山西忻州工作站

王琳瑾… … 湖北黄冈工作站

刘………勇… … 四川南江志愿者小组

孙………海… … 四川叙永志愿者小组

陈应刚… … 贵州遵义播州区志愿者小组

邓盛睿… …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 大爱清尘志愿者协会

曾余勇… … 大爱清尘茅田康复中心

王安兵… … 大爱清尘茅田康复中心

冯永山… … 湖北巴东合作服务站

何贵花… … 湖北巴东合作服务站

李喜奎… … 甘肃西和合作服务站

邓井付… … 湖南郴州合作服务站

张江波… … 河南卢氏合作服务站

王………琴… … 河南卢氏合作服务站

门平云… … 河南镇平志愿者小组

阳桂珠… … 江西上高合作服务站

袁宏斌… … 江西抚州合作服务站

谢群发… … 江西赣县区合作服务站

曾慧明… … 江西赣县区合作服务站

卢小凤… … 江西赣县区合作服务站

赵存芳… … 内蒙古赤峰合作服务站

段朝标… … 郴州市职业病防治所

九、年度省级优秀志愿者（39 人）
排名不分先后

赵丹平… … 陕西工作区

赵………丽… … 陕西工作区

肖宗喜… … 陕西工作区

武登范… … 甘肃工作区

季春美… … 上海工作区

林………燕… … 四川工作区

刘………颖… … 四川工作区

刘………霜… … 四川工作区

陈勇华… … 广东工作区

邱锦銮… … 广东工作区

邹………玲… … 广东工作区

韩占军… … 辽宁工作区

钱永军… … 辽宁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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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莎… … 辽宁工作区

王成瑞… … 山东工作区

曹怡然… … 山西工作区

常堰钰… … 山西工作区

卫昕怡… … 山西工作区

吴艳多… … 宁夏工作区

马玉兰… … 青海工作区

韩………军… … 青海工作区

张永发… … 青海工作区

刘德云… … 湖南工作区攸县小组

陈跃龙… … 湖南工作区攸县小组

刘开平… … 湖南工作区攸县小组

叶新萍… … 江西萍乡工作站

欧阳乐颜… 湖南娄底工作站

陈香平… … 河南嵩县工作站

罗………飞……… 重庆城口工作站

苟云东… … 重庆城口工作站

张淑心… … 山西忻州工作站

孙………卓… … 湖北黄冈工作站

祝成善… … 山东临沂工作站

刘荣静… … 贵州毕节志愿者小组

单成亮… … 湖北巴东合作服务站

郭聪平… … 河南卢氏合作服务站

胥晓玲… … 江西上高合作服务站

罗贤红… … 江西万年合作服务站

余娜娜… … 大爱清尘茅田康复中心

十、总部各职能部门提名优秀志愿者
（6 人）

李海燕… 郴州市职业病防治所

熊启志… 陕西工作区

林慧君… 2021 年调研志愿者

王………左… 2021 年调研志愿者

郭若梅… 官微编辑小组

吴依静… 设计志愿小组

致谢合作单位：

卢氏县防溺水志愿者协会

栾川尘肺病患者救助协会

郴州市惠众志愿者协会

衡阳市大湘公益服务中心

信丰县志愿者服务队

正安县春雨义工协会

宁都县蒲公英义工协会

丰城市阳光志愿者协会

瑞金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赤峰爱氧星志愿服务发展协会

思南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上高县助残志愿者协会

惠安县惠东公益慈善协会

西和县爱暖人间义工协会

龙南县义工联合会

晋城市公益事业促进会

抚州市指南针爱心协会

滦平县爱心长跑运动协会

青城子镇爱心志愿者协会

赣州市赣县区爱帮公益志愿者协会

靖安县蒲公英爱心社

万年携手大爱公益协会

达州市本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深圳市职业健康协会

巴东义工协会

澧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沅陵县爱心协会

祁阳市牵手志愿者协会

会东县蓝豹救援队

武冈微爱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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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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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足迹】

大爱救援

大爱传播

大爱推动

——  FOOTPRINTS OF 2021  ——



救助流程

1

2

3

4

5

6

联系我们

拨打电话…010—51148412

关注“大爱清尘”微信公众号点击“大爱申请”—“救助申请”—填写大爱清尘尘肺

病农民信息登记表进行求助信息登记

登录大爱清尘官网www.daqc.org.cn，找到“救助申请”并填写相关信息，提交救

助资料

求助信息处理及入户探访

大爱清尘将患者求助信息对接各地区负责人，进行电话联系，明确救助标准，确认求

助项目（制氧机、助学、医疗救治等）

志愿者联系患者入户探访，实地登记收集患者信息材料

资料提交及审批

入户志愿者整理登记材料，并提交给救援中心

救援中心审核人员审核完毕后，将反馈审核结果给对应负责志愿者

反馈

志愿者联系患者反馈审核结果，若资料不齐全补充材料，再次提交申请

审批通过落实救助

接受救助，提供救助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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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是大爱清尘各板块工作的立身之本，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基础。过去一年里，大爱清尘在全方位开展救

命、康复、助学、助困、救心、创业、制氧机七大板块相结合的立体化救援行动基础上，在全国各地方工作区、

站、志愿者小组的积极配合下，不断推进尘肺病农民救助工作，并通过组织开展各类形式的专业培训，进一步

提升大爱清尘救援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大爱救援

尘肺农民家庭探访
“尘肺农民家庭探访”项目成立于 2011 年，救援是大爱清尘各项工作的基础，而探访又是所有救援工作

的基础。我们根据收集到的尘肺农民线索，进村入户探访尘肺病农民家庭，评估患者病情，收集患者家庭信息，

在此基础上为符合标准的尘肺农民提供相应救助。

2021 年，大爱清尘累计在全国 22个省份探访 984 次。其中、湖南、陕西、河南、湖北、辽宁、江西为

主要区域。

2021 年全国探访次数

2021 年，大爱清尘累计在全国

22个省份

探访98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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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治
将在生死线上艰难挣扎的尘肺病农民工送进大爱

清尘定点合作医院，使其获得及时、规范、系统的专

业治疗，这是大爱清尘救援工作的基础项目。项目内

容是给每一位符合救治条件的尘肺农民工提供累计不

超过 1万元的救治费用，让尘肺农民兄弟通过正规医

疗救治缓解生理痛苦、延续生命，使其身体健康状态

得到一次系统的改善。

2021 年全年救治人数

2021 年度，大爱清尘实施医疗

救治1925人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大爱清尘累计救治尘肺农民兄弟

8003人次

定点合作医院
2021 年，新增定点合作医院 2家。截至目前，大爱清尘在全国范围内拥有 36家定点合作医院。

序号 省份 医院
1 贵州 贵州航天医院
2

四川
宜宾市矿山急救医院

3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4

宁夏
宁夏第五人民医院石嘴山中心医院

5 宁夏第五人民医院
6

湖南

娄底市中医医院
7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8 益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9 郴州市职业病防治所
10 湖南省胸科医院
11 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
12

安徽
合肥市职业病防治院

13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14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15 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16 山西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17 湖北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18

河南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职业病防治院

19 栾川县中医院

序号 省份 医院
20 山东 山东省职业病医院

21

江西

萍乡市第三人民医院

22 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23 江西省胸科医院

24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职业病医院

25

甘肃

白银市中心医院

26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

27 金昌市中心医院

28 北京 应急总医院（煤炭总医院）

29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人医院

30 青海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31 陕西 咸阳彩虹医院

32 辽宁 沈阳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

33
云南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34 昆明同仁医院

35 福建 泉州市第一医院

36 内蒙古 宁城县中医蒙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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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氧机
许多重症的尘肺病农民工呼吸极其困难，很多人只能跪着呼吸，有的甚至因为在深夜喘不上一口气就撒手

而去。大爱清尘从刚成立之时就启动了制氧机项目，为呼吸困难的尘肺农民捐赠制氧机。一台制氧机可以保证

他们呼吸顺畅，缓解他们的身体痛苦，延续他们的生命。

十年来，大爱清尘已累计发放制氧机 6484 台。

2021 年，大爱清尘在全国 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发放制氧机 1049 台。

2021 年制氧机发放数量

十年来，大爱清尘已累计发放

制氧机6484台

2021 年，大爱清尘在全国

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发放

制氧机1049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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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
尘肺病农民工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他们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罹患尘肺病之后，其生命健康与安全没有

保障，劳动能力丧失，缺乏可保障基本生活的经济来源，同时还要承担大额、长期的医药费。因此，大部分尘

肺家庭的孩子因经济困难而辍学或无法安心上学，甚至早早地外出务工。为了帮助这样的家庭，使其孩子能够

获得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大爱清尘从创立之初，就启动了帮助尘肺病农民家庭孩子的助学项目，根据受助孩

子的学习阶段，给予相应的助学标准：小学生1000元 /学年；初中生2000元 /学年；高中生3000元 /学年。

2021 年大爱清尘全年助学 1675 人（包括甜甜奖学金在内，2021 年助学小学 731 人，初中 446 人，高

中 429 人），其中，项目助学 1606 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大爱清尘十年来共累计助学尘肺家庭孩子 15692 人次。

2021 年全年助学人数

2021 年大爱清尘全年助学

1675人（包括甜甜奖学金在内，2021 年助

学小学 731 人，初中 446 人，高中 429 人），

其中，项目助学1606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大爱清尘十年来共累计助学尘肺

家庭孩子15692人次

注：该项目资金来源主体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及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其中，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助学 1374 人，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助学 2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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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奖学金
为鼓励尘肺家庭孩子努力学习，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大爱清尘连续四年开展“甜甜奖学金”项目，并组织

夏令营活动。2021 年受新冠肺炎影响，在与捐赠方沟通协调后，遗憾取消了本年度的夏令营，不过仍然为 69

名品学兼优的尘肺家庭子女提供了“甜甜 -大爱清尘奖学金”。

助困
一旦罹患尘肺病，大部分尘肺病农民家庭贫病交加，生活难以为继，为了让这些家庭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

保障，大爱清尘从2011年10月开始启动对尘肺病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救助，为他们提供生活所必须的衣物、米、

面、油等日常生活物资。10年来，大爱清尘已累计发放助困物资 125425 件。

2021年，大爱清尘共发放助困物资37268件。

其中 2021 年 1月，大爱联合春秋航空与上服集团，

为尘肺农民工迎新春送温暖，发放风衣及羽绒服892

件。2021 年 7月，大爱清尘发起湖南郴州紧急救灾

项目，为湖南郴州桂东县受特大暴雨影响的尘肺病家

庭提供雨衣等助困物资共 1200 件。2021 年 8月，

河南突降特大暴雨，大爱清尘迅速发起河南救灾助困

项目，为受灾地区发放包括米、油、牛奶、雨衣、氧

气袋及家用医疗包等助困物资 235 件。2021 年 12

月，大爱清尘发起冬季助困行动，联合爱心企业玖红

科技为包括山东、陕西、湖北、河南及青海等地区尘

肺病患者捐赠发热背心及棉被共 592 件。此外 2021

年，大爱清尘联合湖南安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 15

省近 200 家合作卫生院捐赠银黄清肺胶囊 364410

盒，免费发放给各地尘肺病患者使用，帮助他们缓解

病情、减轻经济负担。

2021 年助困物资发放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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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
为何要做尘肺病康复？
根据香港《肺尘埃沉着补偿基金委员会2013年年报》数据显示，政府登记在册在世病患，平均年龄为70岁。

但目前内地的情况非常不乐观，以全国而言，现时未有公布相关数据，但部分地区的报告显示尘肺病人的平均

寿命只有 43.8 岁，一方面这与部分尘肺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有关，另一方面与不当治疗、过度治疗、缺乏

康复指导与日常护理等有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5））

康复项目建设理念
尘肺病目前是一种没有医疗终结的职业病，如果尘肺病人能够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得到适当的康复指导和医疗服务，就能够减慢肺功能退化、减轻日常生活的痛苦，预防并发症引致

的提早死亡，维持基本生活能力，延长生命，减少不必要的医疗开支。

大爱清尘尘肺病康复项目是基于中国目前尘肺病农民的生存状况，结合医学层面的肺康复理念与社会工作

方法形成的农村尘肺病存量问题的全新治理模式，其涵盖康复训练、家庭发展、社区支持、社会救助、生计帮

扶、心理干预等功能。

尘肺病康复目标
根据 2013 年美国胸科学会 (ATS) 与欧洲呼吸协会 (ERS) 发布的联合声明，肺康复定义为：在详细的患

者评估和个体化治疗基础上的一套多学科合作的综合干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运动锻炼、教育和行为改

变等。尘肺病康复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慢性肺病患者的心理和生理条件，提高长期健康行为的依从性。

探索历程
2014 年 2月开始，大爱清尘分别在贵州省思南县、湖南省涟源市和陕西省镇安县进行尘肺病农民社区康

复训练试点，对尘肺病社区康复模式进行初步探索。

2014 年 3月 15日至 16日，大爱清尘首期尘肺康复指导员培训班在北京举办。来自大爱清尘各工作区的

三十多名志愿者代表、村医首次接受了包括尘肺知识、尘肺康复运动、家访技巧等方面的系统培训。

2015年 4月 11日至13日，大爱清尘在河南举办“大爱毅行”尘肺康复项目中期交流培训会。来自北京、

四川、陕西、湖南、贵州等地的 30余名志愿者及尘肺病患者代表聚在一起，相互学习、分享经验。

2016年8月8日，大爱清尘首个正式挂牌的康复站“大爱清尘界河康复站”

在陕西省镇安县米粮镇界河村成立。

2016 年 11 月及 2018 年 9 月，大爱清尘两次安排项目人员前往中国香

港拜访开展尘肺病康复的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就尘肺病康复项目进行交流。

2017 年、2018 年大爱清尘分别组织医疗专家委员会成员就尘肺病康复

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同时在全国诸多省份医院进行尘肺病康复考察研究。

2018 年 4 月 27 日，大爱清尘良坊康复中心启动仪式在江西省莲花县良

坊镇中心卫生院举行，这标志着“大爱清尘”全国首个正式运营的康复中心启动。

2020 年 7 月 10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基层医

疗机构尘肺病康复站（康复点）试点工作的通知》。

2021 年 7月，湖南、河南两省卫健部门调研评估大爱清尘康复中心，对

大爱清尘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希望继续开展合作帮助尘肺患者。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大爱清尘累计在全国7省建立康复中心（站）

1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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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中心
截至…2021 年 12 月 31 日，大爱清尘康复中心共开展活动 2342 次，累计服务人数约…45098 人次。

大爱清尘良坊康复中心

成立于 2018 年 4月 27日

共开展活动 303 次

服务 7380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

地址：江西省萍乡市莲花乡良坊镇

大爱清尘柴坪康复中心

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28日

共开展活动 262 次

服务 4893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

地址：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柴坪镇

大爱清尘湄江康复中心

成立于 2019 年 6月 26日

共开展活动 180 次

服务 3833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湄江镇

大爱清尘界河康复站

成立于2016年8月8日，经过重新规划部署，

于 2019 年 10 月 20 日正式启动运营

共开展活动 147 次

服务 1406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

地址：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米粮镇

大爱清尘三川康复中心

成立于 2018 年 8月 16日

共开展活动 380 次

服务 7481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三川镇

大爱清尘导子康复中心

成立于 2019 年 4月 24日

共开展活动 250 次

服务 4788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导子镇

大爱清尘漫川关康复中心

成立于 2019 年 9月 22日

共开展活动 154 次

服务 2204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

地址：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

大爱清尘赤山康复中心

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共开展活动 180 次

服务 4434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

地址：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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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清尘下丁家康复中心

成立于 2020 年 9月 1日

共开展活动 136 次

服务 2391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下丁家镇

大爱清尘前河康复站

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1日

共开展活动 51次

服务 678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

地址：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前河乡

大爱清尘茅田康复中心

成立于 2021 年 4月 1日

共开展活动 111 次

服务 2647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

基金

地址：湖北省建始县茅田镇

大爱清尘滩上康复中心

成立于 2020 年 9月 4日

共开展活动 124 次

服务 2347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

地址：山西省忻州市代县滩上镇

大爱清尘清塘铺康复中心

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

共开展活动 111 次

服务 2647 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清塘铺镇

大爱清尘巴河康复中心

建成于 2021 年 8月 1日

共开展活动 3次（2021 年 12 月正式开始康

复训练）

服务 19人次

资金来源主体：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

基金

地址：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驿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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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案例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三川镇，有一位坚持 3年参加大爱清尘三川康复中心康复锻炼的患者聂根朋。今年

48岁的他，曾从事矿山开采工作 20余年。2014 年检查出矽肺可能、随后确诊矽肺三期后，他选择了脱离粉

尘作业，在家休养。他家房子是两层，平时从 1楼走到 2楼都感觉胸闷、严重气喘，需要休息两次才能爬到 2

楼。40出头的他，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十几岁的儿子，经济负担大。

2018 年，聂根朋从村医处了解到大爱清尘于三川卫生院建立了尘肺病康复中心，自此，只要在家就坚持

来康复中心锻炼。最开始在康复中心上 3楼会气喘、胸闷，中途需休息，血氧饱和度在 88%-93%中间浮动

特别厉害；经过 3年时间的锻炼，现在他可轻松从 1楼爬到 3楼，每次开展活动他都积极参加，有新来的患

者他都很乐意分享自己的锻炼心得，血氧饱和度今年也很稳定，每次测得都是 95%。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

理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救心
尘肺病农民整体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又缺乏经济收入，容易被所在村

庄和周边社会所屏蔽、剥离，很多人处在被社会抛弃、被周边群体隔离的

状态，因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和心理孤独，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

大爱清尘志愿者在入户期间，通过访谈与救助为尘肺患者兄弟带去慰

问与关怀；同时大爱清尘在康复中心将康复与心理干预紧密结合，由工作

人员前往尘肺病农民家庭进行持续入户随访，对重症患者进行慰问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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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
随着患者病情的发展，尘肺妻子也将承受照顾患者与家庭经济的双重压力，为帮助尘肺病农民兄弟重拾生

活信心、减轻尘肺家庭女性综合压力，支持尘肺家庭重建稳定的收入来源、实现自我造血，大爱清尘于 2017

年 7月正式发起尘肺家庭妇女小微创业帮扶项目，通过结合当地社会资源及尘肺妈妈的自身技能优势，资助尘

肺病患者及其妻子开展经济作物种植、家禽养殖、纺织品加工及食品生产等小微创业项目。大爱清尘创业项目

由最初的宣传帮扶到资金资助，通过规范化、专业化的方式，已累计帮助了 72个家庭进行小微创业。

2021年大爱清尘为来自11个省份的35位尘肺妈妈提供了小微创业支持，涵盖枸杞种植、大棚香菇种植、

馍馍铺、手工辣条店、蜜蜂养殖、牛羊养殖等领域。

其他救援
呼吸机捐赠

大爱清尘携手浙江省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向重庆、

陕西、湖北、宁夏、甘肃等中西部尘肺病农民患者聚

集的 81 家地区基层医院捐赠呼吸机 185 台，旨在通

过帮助基层医院呼吸科提高医疗水平，更好地服务于

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尘肺病农民患者以及慢阻肺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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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是大爱清尘的龙头与引擎，不仅负责尘肺知识的普及，还承担着动员社会力量与资源的责任，强有力

的传播同时还可为推动政策与政府行动，进行议程设置。

2021 年，大爱清尘的传播工作，依然围绕网络传播、媒体报道、广告宣传和线下活动四个板块展开。

大爱传播

网络传播
大爱清尘已经建立以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官网为主体，以企鹅号、今日头条、抖音、快手、B站等为

辅助的自媒体传播体系。

通过自媒体矩阵，大爱清尘不断向公众传播尘肺病和尘肺农民相关信息，影响更多网友关注和关爱尘肺农

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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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家乡带个好

2021 年 2月，大爱清尘联合新浪微公益共同发起“我给家乡带个好”尘肺病预防宣传活动，并希望借助

新书——《尘肺农民工口述记录》的人文力量，通过各界名人接力阅读的方式，引导全社会共同关注农民工尘

肺病预防宣传工作。本次活动邀请大鹏、赵露思、张天爱、王晓晨、叶祖新等 22位明星名人担任大爱阅读先

锋为爱助力，爱心伙伴BMC怡和嘉业、Luka 阅读养成联动传播，话题阅读量 2050.8 万，互动量 3.9 万，

筹款量 34842.4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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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日

世界卫生日，大爱清尘联合新浪微公益、冬呱视频共同发起 #生产性粉尘是导致尘肺病的关键 ##尘肺病

到底有多严重 #话题活动，头条新闻、丁香医生、春雨医生、蓝鲸财经、重庆科技馆、麻醉医生、营养医师

郝志军、麻醉医师、导演乔乔、演员蒋雪鸣、歌手黄英、歌手爱戴、歌手卢俊杰等 28个明星、媒体、机构、

KOL相继发声，该活动双话题阅读量突破 6000 万 +。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4 月 25 日 -5 月 1 日是全国第 19 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微公益@大爱清尘@头条新闻@微博

健康@微博热点联合发起 #职业病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公益议题，并邀请@微博运动@微博教育@微博

职场等领域博主发布原创观点，共同关注职业健康问题，探讨最严重的职业病——尘肺病。48小时话题新增

阅读量1亿+，新增讨论量1.7万+，108位微博头部博主参与话题讨论，话题登上热搜榜40位，热议榜4位，

拉动大爱清尘公益项目新增善款 5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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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公益日

2021 年 9月，大爱清尘开展 99公益日动员筹款活动，联合时尚先生邀请王宝强、张雨绮、何晟铭、孙

艺洲、胡军、胡冰卿、阿云嘎、段奕宏等 96位明星名人，以公益助力人的身份为爱发声，圆尘肺家庭孩子上

学梦！同期，大爱清尘初尝试手绘H5页面，以造梦池为主题收集来自全国各地爱心人士投递的梦想，该页面

交互形式增加了公众参与公益体验感。其中新浪微博 #清尘十年…# 先生在行动 #话题阅读量共计 9000 万 +，

互动 24.7 万。另在 9月 9日下午，开启“青橙寻梦记”助学专题直播，连线中国花样游泳运动员黄雪辰、前

中国男篮运动员孟铎、F1首位中国车手马青骅、著名演员朱晏等嘉宾，与尘肺家庭孩子暖心互动，畅聊梦想，

本次直播活动观看人数达 1034 人，喝彩 2.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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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公益节

2021 年 9月，大爱清尘联合微博公益在人人公益节共同发起 #让爱帮他们延续呼吸 ##开胸验肺当事人

时隔12年再发声#话题，邀请经超、何杜娟、张星特、景研竣、施柏宇等共计37位明星名人博主，人民政协报、

头条新闻、荔枝新闻、时尚先生等11家媒体，共同发声，双话题阅读量48小时新增2504.3万，讨论量新增7.9

万，尘肺病筹款项目新增 1.23 万元，登陆郑州同城榜 no.4。

媒体报道
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关于尘肺病和大爱清尘报道近 270 余篇（不包含重复报道）。

在我们的倡导和联合下，人民日报-健康时报、中国政协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新京报、公益时报、

北京新报、法制日报、经济观察报、中视快报网、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报道网、中国民生新闻网、中国爱心公

益网、财经网、财新网、和讯网、中国社会报、医学界、健康界、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公益、时尚先生、

真实故事计划等几十家国内主流媒体对尘肺农民新闻进行了报道。

其中《尘肺病人凋敝》、《为了守护生命尊严》、《王克勤和大爱清尘，有关呼吸的故事》、《谈到尘肺病、

代表委员落泪了 !》《建议将职业健康纳入中小学教育》、《建立尘肺病农民工专项保障机制》、《两会代表

委员热议数百万尘肺患者救助工伤医保均不足》、《全国人大代表贾樟柯：建议将职业健康课纳入义务教育阶

段》、《尘肺的孩子》等报道，引起了社会对尘肺病农民群体和大爱清尘的巨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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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宣传
大爱清尘 2021 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长沙、成都、昆明、合肥、忻州等城市投放

公益广告2203块，主要以广场LED大屏、电梯楼宇屏幕、车站灯箱的媒体形式进行投放，在回家乡-话尘肺、

十周年、99公益日、人人公益节、高校行活动的传播上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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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活动
大爱同昕·温暖生命 - 春日市集活动

2021 年 4月，大爱清尘携手刘雨昕粉丝团在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凤凰汇商街 halo…market 市集上共同参

与义卖活动，本次义卖活动共筹集善款 13117.24 元，283 人次参与捐款。

大爱同行·守护健康 - 世界呼吸日活动

2021 年 6月，大爱清尘联合京东健康、咕咚、京东公益共同发起“大爱同行，守护健康”全国公益徒步

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公众科普呼吸健康知识，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改善呼吸健康、关爱

尘肺病群体的公益行动中来。本次活动邀请奥运冠军李小鹏、演员贾征宇为奔跑助力，在咕咚线上公益跑共计

动员 108920 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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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清尘十周年报告会

2021 年 6月 15 日，大爱清尘在北京总部办公室召开十周年生日报告会，邀请陪伴大爱清尘一起走过的

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公益行业伙伴们等新老朋友共同回忆大爱清尘创立故事及发展历程，见证尘肺病农民问

题解决十年来的努力与改变。

百城计划·为生命充氧 - 高校行活动

2021 年 11 月，大爱清尘开展“百城计划·为生命充氧”高校行活动，在北京、山西、温州、广州等全

国 30余个城市，万名学生伙伴参与其中，为尘肺病预防宣传贡献自身的力量。另有明星马天宇、赵露思、王

博文、井胧、王仁君、宁心，笑果文化脱口秀演员杨笠、杨蒙恩、豆豆、小北、House 等以公益领航大使的

身份为活动助力，呼吁公众关注尘肺病农民家庭，将青春力量传递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为生活加油、为生命充

氧。其中在新浪微博发起的公益话题#自由呼吸有多重要#…#2021年大爱清尘高校行#双话题阅读量突破1.2

亿，互动量 100 万 +，且话题荣登新浪微博热搜榜 to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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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尘肺家庭孩子的守护超人

2021 年 12 月，大爱清尘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共同参与河北围场公益行活动，并在抖音发起线上话题 #做

尘肺家庭孩子的守护超人 #，助力乡村教育，传递体育精神，为尘肺家庭孩子点燃梦想。本次活动线下邀请了

前中国女篮队员张晓妮、歌手张星特、演员谷怡博实地参与并同步直播，线上邀请了新锐艺人小来、中国花样

游泳运动员黄雪辰、辽宁男篮队员付豪、北控男篮队员俞长栋、江苏肯帝亚男篮队员赵率舟、前中国男篮队员

孟铎、中国女足守门员赵丽娜、演员许之糯、北京花式篮球A级训练师沈国庆等明星名人参与助力。其中抖音

线上话题阅读量 113.9 万，共计筹得善款 3.5 万。



2021
大爱清尘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of Love Save Pneumoconiosis Foundation

38

名人支持

姚晨

2011年 6月 28日 23时 13分，演员姚晨以【转发就是救援、传播便是普及】

为题，转发了王克勤关于大爱清尘相关介绍的微博并呼吁公众关注尘肺救援，通

过自身的影响力带动微博网友关注，到 2011 年 7 月底，助力大爱清尘筹得善款

53万元，也让刚成立的大爱清尘走到社会公众面前。

陈坤

自大爱清尘创立至今，演员、歌手陈坤持续支持大爱清尘公益项目，2011 年

11月 12日，他参与了大爱清尘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展的“爱·自由呼吸”

徒步活动，与300位北京市民以徒步的形式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尘肺农民。九年来，

他多次支持大爱清尘世界呼吸日、99公益日活动，在微博上多次为爱发声，持续

捐款捐物，对大爱清尘的传播和筹款起了积极作用。

田亮 叶一茜

2013 年大爱清尘发起第一届世界呼吸日，奥运冠军田亮和演员叶一茜率先参

与为爱发声，将世界呼吸日带入公众视野。在大爱清尘两周年之际，田亮受聘担

任大爱清尘形象代言人，近几年他们还成为了“行走两公里”、“肺活量大挑战”、

“99公益日”活动的公益形象大使，以星光之力传播更多美好正能量，让呼吸不

再成为一种奢侈。

何晟铭

“认识尘肺，一起努力，对尘肺说NO！”2017 年，著名演员何晟铭以一句

短而有力的广告语，将尘肺病的概念带到了更多的人面前。此后，他多次支持了

大爱清尘发起的“世界呼吸日”、“肺活量大挑战”、“回家乡-话尘肺”活动。

在他工作之余，他还和大爱清尘专职一起前往尘肺农民家庭探访，为病重的尘肺

病农民患者加油打气，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职业病。2021 年 12 月 5日——志愿

者日，他首次与大爱清尘创始人王克勤在抖音进行连麦，分享近几年参与大爱清

尘公益的心得与感受，并表示未来愿意持续行动为清尘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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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鹏

奥运冠军李小鹏多年来一直心系公益，2019 年 99 公益日，他为大爱清尘康

复项目代言，支持尘肺病农民康复计划，为爱发声，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告诉尘肺

病患者，只要坚持不懈就能创造生命的奇迹。2020 年 4月，他还积极支持大爱清

尘发起的“记录学习时光”活动，为尘肺家庭孩子解锁公益助学金。2021 年世界

呼吸日，他以健康同行官的身份参与公益，呼吁更多人关注呼吸健康，为尘肺病

农民助力，对于清尘公益，他持续行动，始终不渝。

马天宇

2019 年冬天，演员、歌手马天宇首次与大爱清尘相遇，以清尘爱心大使的身

份支持“回家乡 -话尘肺”公益活动，呼吁爱心网友和务工返乡的农民工一起关

注职业健康。2020 年世界呼吸日活动中，他担任了呼吸星大使，守护呼吸，律动

生命，为尘肺病人的康复助力。2021 年，他先后为大爱清尘十周年和高校行活动

发声，呼吁更多新时代力量加入，一起为生命充氧，为生活加油。

王宝强

2021 年 9月，著名演员、导演王宝强以“清尘计划陪伴大使”身份助力清尘

公益，为陷入辍学窘境的尘肺家庭孩子送去希望，在大爱清尘创办之初，他就关

注到尘肺病并积极参与尘肺病预防宣传，十年来，他始终心系大爱，热心公益事业，

未来他将继续与大爱清尘携手，以星光之力温暖生命。

更多明星名人

杨幂 陈赫 王祖蓝 郑恺 韩庚

王大陆 刘恺威 张雨绮 孙艺洲 胡冰卿 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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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举纲 经超李泽锋 杨玏 张柏芝 万茜张彬彬

刘怡潼 彭小苒 IXFORM 张星特 井胧

奥斯卡 何昶希 秦奋 韩沐伯

施柏宇 马青骅 孟铎

黄雪辰 江铠同陆琪杨笠 杨蒙恩卢俊杰

官鸿 吉克隽逸 黄英 大鹏 温岚 严屹宽 赵露思 白鹿

潘时七 景研竣丁禹兮任敏苏炳添 王博文 牛骏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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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倡导与推动是大爱清尘的目标。自 2011 年大爱清尘创立以来，我们便意识到，推动国家出台相关法

规政策是解决尘肺病及其衍生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为此，大爱清尘做了大量国内外尘肺病农民相关调研，以

此为基础与相关专家研讨，与各级政府各部门沟通进行政策倡导，持续研讨并动员代表委员提案。大爱清尘还

与多地政府达成合作。经过十年的持续推动，尘肺病农民问题的法制环境已有显著提高。

大爱推动

政策推动

2021 年，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已随脱贫攻坚完成并进入了评估阶段。

1月 8日，《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评估办法》，针对2019年发布的“尘

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制定详尽的评估办法。评估内容包括：组织管理和履职

尽责情况、粉尘危害专项治理行动执行情况及效果、尘肺病患者救治救助行

动执行情况及效果、职业健康监管执法行动执行情况及效果、用人单位主体

责任落实行动执行情况及效果、防治技术能力提升行动执行情况及效果。

1月 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6号

公布，修改了《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细化了劳动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的要求，突

出了用人单位的相关义务，明确了职业病诊

断机构的备案管理制度，规范了职业病诊断

管理，明确了职业病诊断办理时限，缩短了

职业病鉴定办理时限。

2021 年 12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职业病防

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研究制定了《国

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21-2025 年）》，明确到

2025 年，职业健康治理体系更加完善，职业病危害

状况明显好转，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显著改善，劳动用

工和劳动工时管理进一步规范，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

得到有效控制，职业健康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不断提

升，全社会职业健康意识显著增强，劳动者健康水平

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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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献策
2021 年全国两会期间，大爱清尘针对当前中国尘肺病预防、保障、治疗及康复相关问题，动员 9位全国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建议案。多项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正面回复。

政府合作
2021 年，大爱清尘持续与各级政府开展合作。一方面与国家卫健委职业健康司保持积极联络，另一方面

在贵州湄潭等地进一步巩固地方合作成果。

研讨会及其他会议
1 月 23 日，大爱清尘 2020 年度研究成果发布会在线举办，当日，《尘肺农民工口述记录》、《中国尘

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0）》及《尘肺病国际治理经验汇编（2020）》也同步发布。参会专家对建立尘肺

病农民专项保障制度、建设尘肺病预防文化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共 2500 多人在线观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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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大爱清尘 2021 年“推动解决尘肺病农民问题”研讨会在京举行。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尘肺病领域专家线下线上共同参会，就尘肺病农民生存困境、尘肺病防治对策、及《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订

等议题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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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虽然近年有许多尘肺病相关的政策出台，尘肺病农民工处境依然堪忧。2021 年 5月，大爱清尘再次启动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联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一道针对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结束后的尘肺病农民工现状

进行抽样调查，最终在山西、辽宁、江西、湖南、四川、甘肃、青海七省份回收有效问卷共 698 份，并进行

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访谈数次，形成《部分地区尘肺病农民工救治救助现状调查》。在重庆、辽宁沈阳、

朝阳、凌源，北京、江西抚州回收 83份预防相关问卷，完成《劳动者尘肺病预防现状调查》。





【2021·收支】

大爱主体

年度收入

清尘伙伴

年度支出

——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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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爱清尘以三个主体的身份对尘肺病农民及其家庭进行全方位救助，对尘肺病农民问题的合理解决提

供预防宣传和政策推动的支持。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是专项救助中国 600 万尘肺病农民，并致力

于推动预防和最终基本消除尘肺病的公益基金，源自 2011 年 6月 15日由著名记者王

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

（以下简称“专项基金”）

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
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是由大爱清尘基金执行团队发起并成立，2017 年

1月 6日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致力于推动预防和制度性解决尘肺病问题的社

会组织。2021 年 12 月 1日被评为 4A级社会组织。

（以下简称“服务中心”）

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
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是 2018 年 2月 23日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非公

募基金会。基金会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致力于帮扶贫困家庭，改善贫困人群的生

活现状。业务范围包括资助贫困患者就医、资助贫困家庭生活、资助贫困学生上学。

2020 年 12 月 28 日，经过现场评估、评估审核委员会评审、公示以及评估复核委员

会复核和市民政局确认，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最终获评为 5A级社会组织。

（以下简称“大爱基金会”）

2021 年，大爱清尘共收到来自社会公众捐赠善款共计34986108.55元。

其中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捐赠收入…21932116.78 元。

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12480037.5元。

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捐赠收入…573954.27元。

大爱主体

年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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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大爱清尘捐赠数据

2021 年大爱清尘按主体捐赠收入情况（单位：元）

主体名称 金额 2021 年占比（%）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 21932116.78 65.45%

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 12480037.50… 27.36%

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 573954.27 7.20%

合计 34986108.55 100.00%

2021 年大爱清尘按互联网渠道捐赠构成（单位：元）

捐款来源 占比 捐赠金额

腾讯公益 25.55% 3895267.44

支付宝公益 36.32% 5537178.42

阿里巴巴公益 34.70% 5289802.52

新浪微公益 1.80% 274078.87

水滴公益 0.22% 33225

官网 0.07% 10434.17

百度公益 0.00% 201

字节公益 0.47% 71343.98

京东众筹 0.07% 10135.18…

京东公益 *制氧机 0.80% 122320.00…

总计 100.00% 1524398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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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清尘历年捐赠情况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筹款额 2,031,482.84 3,895,990.31 5,724,190.34 8,275,017.25 10,655,892.84 10,001,644.24 14,182,028.38 21,760,323.18 18,794,508.49 30,092,466.92 34986108.55

自 2011 年成立至今，累计获得捐赠收入160,399,653.34元。

大爱清尘历年捐赠收入情况（单位：元）

爱心企业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安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百莲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梨燕鲜炖燕窝店

葆婴有限公司

深圳市拓普泰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城投（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木森微创医疗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葫芦岛连山区祥晖矿产品销售处

无锡汇跑体育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健康有限公司

苏州飞鸟科技有限公司

亮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清尘伙伴

2021 年部分爱心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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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EMBA31 期 1班

长江商学院EMBA31 期 2班

长江商学院EMBA31 期 3班

长江商学院EMBA31 期 4班

长江商学院EMBA31 期 5班

善心莲心

傅韵哲后援会

肖战粉丝团

刘宇粉丝团

林柏宏&柏乐粉丝团

任嘉伦荔枝公益

马天宇全球后援会

PGOne 能量站

易烊千玺V公益

刘雨昕 | 爱昕接力站

张星特粉丝团

爱心团体

王 勇

邓 亚 岚

甜甜爸爸

毛 肖 林

张 磊

余 辉

佟 国 良

陈 蓓

原 蔚

王 蕾

任 琳

王 蔚 菁

戴 杰

朱 阿 姨

李 文 波

张 海 超

曾 令 凯

林 永 彬

吴 萍

陈 道

王 欢

刘 宇 鹏

陈 勇 华

李 英 华

李 玲 莉

江 浩

桂 芬

邱 丽 云

梁 杰 荣

张 录

李 迎

爱心人士

浙江省蔡崇信慈善基金会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

广东省唯品会慈善基金会

宁波市扬帆久久慈善基金会

合作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

支付宝公益

腾讯公益

京东公益

字节跳动公益

新浪微公益

水滴公益

合作公益平台

首都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维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峰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柏美迪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玖红科技有限公司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

四川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易快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宽诚科技有限公司

壹媒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真故传媒有限公司

德睿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润众集成贸易有限公司

安徽明晰广告有限公司

沈阳呼吸堂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境商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

天津宗岳律师事务所

长沙众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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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大爱清尘专项基金共计支出 18587524.29 元，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共计支出

12891898.68元，北京大爱清尘尘肺病服务中心共计支出 1290667.05元。

从支出结构上看，支付宝公益 -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项目支出占比最大，高达 7356951.62元，

占总支出的 39.58%；其次，安邦清肺项目支出 4292936.54元，占总支出的 23.10%；

腾讯公益尘肺家庭孩子想上学项目支出占比排在第三位，共 2453098.36 元，占总支出的

13.20%。具体各项目支出情况见下图：

年度支出



我们的合作伙伴

优莎纳 葆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