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预防烧烫伤教育工程
少一个，再少一个烧烫伤者，多一个，再多一个幸福家庭



｜关于我们｜

背景

中国每年约有 2600 万人发生不同程度的烧烫伤，占总人口

的 2%。              

数据显示 0~12 岁小儿烧烫伤占 30%~50%，近年，因监护人疏

忽加上生活热源和电器应用等危险因素增多导致发生在家庭中的

小儿烧烫伤事故呈上升趋势。

联合国健康组织曾发表过挪威实行“儿童烫伤预防教育”前后

的调查结果，发现普及教育 7 年后，挪威儿童烫伤率减少至一

半以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减少疾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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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US ｜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

汇集社会力量和爱心，以积极做好烧烫伤防治科普宣传教育、烧
烫伤康复指导、医疗支持和心理支持为目标的公益组织。

我们将积极推广烧烫伤预防及急救科普常识；帮扶烧烫伤贫困病
患，努力维护烧伤者群体在医疗、生活、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平
等权益；促进烧伤康复医学的发展。

传递“温暖心 • 爱无痕”的公益理念，以赤子之心，携援助之手，
怀至诚善念，做到人人心中有公益，携手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主流价值观！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成立于 2005 年，是由民政部登记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China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2005,in a national pubic 
offering foundation,which is registered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号：基证字第 0037 号

Foundation legal person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No..:Fund certificate No .0037

组织机构代码：50001979-5

Organization Code:50001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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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发起人｜
2014年胡亚捷与孙便友因共同救助一名因煤气爆炸烧伤的女孩，

了解到中国烧烫伤现状，决定发起“瘢痕防治公益基金”，后更

名“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自公益基金成立至今，一直为预防

烧烫伤安全教育及烧烫伤者身心康复等公益项目积极推广和宣

传，号召社会各界力量行动起来，为实现逐年降低中国烧烫伤率

的目标而努力！

胡亚捷 / 国家一级演员
曾获全国十佳演员、大众金鹰奖提名奖、全军金星奖、全军表演一等奖等荣誉。

孙便友 /  北京疤康诊所  主任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瘢痕医学分会 全国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整形美容瘢痕学组 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委员会瘢痕防治专家委员会 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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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专家委员会

专家姓名																									所在单位及职务

盛志勇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军烧伤研究所名誉所长

夏照帆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
														 长海医院烧伤外科教授

孙永华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教授

郭振荣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	

贾赤宇		 中国医师协会烧伤科医师分会会长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会委员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整形美容烧伤修复中心教授

吴			军		 中国康复医学会烧伤治疗与康复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烧伤外科教授

贾晓明		 中华医学会北京烧伤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北京烧伤学会专家委员会专家成员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教授

李曾慧平	 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教授
																	医疗科学博士课程主任
																		儿童发展障碍康复硕士课程主任

付晋凤	 中华烧伤外科学会全国委员
														 中华烧伤杂志编委
															 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烧伤科教授

杨蓉娅	 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分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		
															 陆军总医院副院长	

谢卫国	 中华烧伤外科学会委员
															 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教授

刘林嶓		 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
																	郑州一附院烧伤整形科教授

李慧杰	 中科院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理事
	 青岛市北区橡树籽心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青岛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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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专家委员会

蔡景龙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瘢痕医学分会	副会长			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委员	
	 北京蔡景龙疤痕医学研究中心	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晓莉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瘢痕医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教授

孙便友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瘢痕医学分会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疤康诊所	主任

杨			军		 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瘢痕亚专业委员会常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教授

秦泽莲		 中国医师协会整形美容外科分会瘢痕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医三院整形外科教授

陈敏亮		 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会委员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外科教授

宋慧锋		 中华医学会北京整形外科学会委员			《中华损伤与修复杂志》编委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外科教授

杨东运		 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			
										 分会委员、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整形科教授

刘文阁		 中国医师协会整形美容外科分会瘢痕亚专业委员会委员
																 黄寺整形美容医院教授

朱			云		 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委员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教授

龙			笑		 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教授

韩			岩		 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教授	

刘加勇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第一届理事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瘢痕整形美容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师

郇京宁		 中华医学会烧伤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烧伤分会副会长				中华烧伤杂
																 志编委、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灼伤整形科教授

李广帅		 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教授

谢举临		 中华损伤创伤外科杂志编委、广东省烧伤学会青年委员广州中山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烧伤外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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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预防烧烫伤教育工程

为了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和北京爱无痕烧烫伤

康复关爱中心面向全国共同发起“全民预防烧烫伤教育工程”以

向人民推广普及预防烧烫伤知识，烧烫伤急救方法；帮扶烧烫伤

患友身心康复，支持维护其在医疗、生活、教育、就业等方面的

平等权益；促进烧伤医学等全面发展。

“全民预防烧烫伤教育工程”是以增强人们预防烧烫伤安全意识，

遏制烧烫伤意外事故高发态势，通过宣教科普使人民群众逐步具

备“避免烧烫安全意识能力，消除烧烫隐患识别能力，突发烧烫

应急处置能力，预防烧烫知识传播能力”达到“我要安全”到“我

会安全”的转化，由“我学习安全知识”到“我传播安全知识”

的升级，最终实现逐年降低烧烫伤发生率的目标。

“新时代，新使命，新公益”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呼吁

人们积极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来，传递“温暖心，爱无痕”的公益

理念， 全力构建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幸福家庭、美丽中国助力。

-9-



愿							景：少一个，再少一个烧烫伤者

                      多一个，再多一个幸福家庭

使							命：让我们的孩子远离烧烫伤，

                      让身边的伤者得到爱护、帮助和尊重！

价		值		观：关爱 陪伴 鼓励 支持

公益理念：温暖心 • 爱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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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项目

少一个	再少一个烧烫伤者		，多一个	再多一个幸福家庭

爱无痕计划
茧爱计划
医知计划
温暖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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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无痕计划
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1. 提高全民预防烧烫伤安全意识、普及烧烫伤急救知识

2. 降低中国烧烫伤发生率

3. 减轻因烧烫伤意外事故造成医疗保障体系的负担

4. 改善因病致残、因病致贫的社会问题

5. 倡导关怀与接纳烧烫伤患友，建设友好型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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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一｜响应《“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中提出的“加大学

校健康教育力度”重要内容，

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

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以中小学为重点，建立学校健康教育推进机

制。构建相关学科教学与教育活动相结合、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

相结合、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集中式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

式。培养健康教育师资，将健康教育纳入体育教师职前教育和职

后培训内容。

｜二｜填补儿童预防烧烫伤系统化健康教育的空白。

｜三｜从小培养孩子良好的安全预防行为习惯。

｜四｜与世界先进国家水平接轨。

全民预防烧烫伤教育工程——爱无痕计划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以增强人们预防烧烫伤

安全意识，遏制烧烫伤意外事故高发态势，降低中国烧烫伤发生

率为目标，2016 年 6 月与北京爱无痕烧烫伤康复关爱中心共同

组建“预防为主、防救结合”的专项长效公益机制，共同发起“全

民预防烧烫伤教育工程——爱无痕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预

防烧烫伤、正确急救方法科普宣导和预防烧烫伤警示视觉识别系

统的应用与推广， 最终实现“我要安全”到“我会安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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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烫烫小怪兽儿童课堂”进校园｜
爱无痕计划中推出品牌公益项目 “远离烫烫小怪兽儿童课堂”，

引进国际先进的儿童科普理念与模式，开发了“远离烫烫小怪兽

儿童课堂”系列科普工具包、教具、教案等，用寓教于乐的形式

制作了儿童预防烧烫伤科普动画片《皮皮的故事》、儿歌《远离

烫烫小怪兽》，填补了儿童预防烧烫伤科普宣教的空白。公益课

堂集科普性、趣味性与互动性于一体，课程包括如何正确认识烧

烫伤、生活中的热源鉴别、烧烫伤急救的正确方法、如何与烧烫

伤患做朋友的心理建设以及一套，让孩子不仅学会自救，也可以

在烧烫伤发生时帮助他人。同时，孩子在课后将工具包中的“预

防烧烫伤警示贴”带回家庭中进行应用，实现人防、物防、技防

的“三防体系”。

2016 年 12 月开始进社区、幼儿园、学校展开活动，截至 2017

年 12 月，走进学校、幼儿园 106 所，直接受益人数达 15000 

人以上；开展社区、城市公共空间现场活动，受益人数超过 5 万人；

开设了“预防烧烫伤公益宣导老师培训班”，2017 年全年培训

公益宣导老师十二期、培训宣导老师 1471 名，为推进“远离烫

烫小怪兽儿童课堂”走进更多学校、幼儿园、社区打下基础。

感温警示贴 爱心手工 卡通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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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教育示范课堂的意义

培训宣导老师做知识交接，可以实现“培训一个种子老师，教育
一个班，普及全班家庭”，通过培训当地老师在本地做宣教，实
现公益项目在全国落地的可持续推广效能，让更多孩子和家长早
进课堂早受益。

课程目标

总目标：

填补中国儿童预防烧烫伤系统健康教育空白，降低中国儿童烧烫
伤发生率

分目标：

﹥提高学生预防烧烫伤安全意识能力

 识别烧烫伤危险源隐患能力

 掌握烧烫伤意外发生急救能力

 传递公益科普健康知识能力

﹥提升教师、志愿者预防烧烫伤健康安全知识宣教能力

﹥提升 NGO 及社工专业预防烧烫伤健康安全项目的执行能力

﹥普及全民健康科普知识

 倡导关怀接纳烧烫伤友

 建设友好型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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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形式

儿童课堂、家长课堂、亲子课堂

< 教材类 >“远离烫烫小怪兽”儿童科普教材、宣导员教案

< 传播类 > “皮皮的故事”科普动画、“远离烫烫小怪兽”MV             

                 “儿童安全家长课堂”科普动画片、地铁、楼宇公益

                   广告

< 艺术类 >“远离烫烫小怪兽”歌舞 、情景剧

< 应用类 > 环境视觉警示识别系统  

远离烫烫小怪兽儿童课堂 形象识别

公益形象：皮皮小超人	、烫烫小怪兽“远离烫烫小怪兽儿童课堂”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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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预防烧烫伤科普工具包》包括：

1. 儿童烧烫伤手册

2. 烧烫伤科普常识手册

3. 科普绘本《皮皮的故事》

4. 预防烧烫伤学生手册 

5. 爱心储蓄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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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教我“冲脱泡盖送”

班里好多同学举手说自
己被烫伤过

｜课堂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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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理念

从儿童视角出发，用孩子的眼睛来观察日常家居空间，用孩子乐

于接受的“烫烫小怪兽”做认知载体，通过模拟场景安全空间互

动体验，展示 “预防烧烫伤警示识别系统”的实际应用，让孩子

从小具备安全自护意识能力、危险识别能力。在亲子课堂体验中，

安全体验屋可以作为最直接有效的课堂内容环节，家长和孩子一

同学习专业有效的烧烫伤急救措施。

目标

整套活动体验后，每个孩子都能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在实际生

活中有效运用。

1. 认知目标：通过观察学习，让儿童初步感知环境不安全因素。

2. 情感目标：初步培养儿童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3. 能力目标：提高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警示标贴认知能力，知道

如何远离烧烫危险源，如何自救。

特点

◆ 儿童视角，科学设置  ◆ 友好体验，精彩交互

◆ 易学易懂，平台支撑  ◆ 模块组装，全案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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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烫烫小怪兽安全体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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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妇联——巾帼爱无痕志愿者队

北京市社工协会——爱无痕志愿者队

新疆——爱无痕志愿者服务队

爱无痕郑州站———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

爱无痕北京站———北京爱无痕烧烫伤康复关爱中心

爱无痕重庆工作站———青年助学志愿者协会

爱无痕甘肃站———甘肃新星慈善中心

爱无痕固安站———固安县妇联

爱无痕张家口站———张家口市民政局

爱无痕湖南永州站———上善公益服务中心

爱无痕广西桂林站———博爱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

爱无痕德阳工作站———泰田文化善行中心

爱无痕河北站———北京社工协会

爱无痕健康科普宣教基地——东方金子塔学校

爱无痕工作站信息

3 支志愿者宣导队
9 家爱无痕工作站
1 个爱无痕健康科普宣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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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爱计划
		关爱		陪伴		鼓励		支持

>募款项目“为烧烫伤儿童做康复”

>《烧烫伤康复关爱指南》的推广和应用

>全国志愿者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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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茧爱计划是针对烧烫伤患友发起的智能康复计划。该计划与香港
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合作，为贫困烧烫伤患者资助国际领先
技术的智能康复辅具、并配有康复师提供康复指导服务，开设线
上与线下康复指导课程、举办烧烫伤患友与家属的心理关爱辅导
活动、发放《烧烫伤家庭康复关爱指导》《烧烫伤者心灵关爱丛书》
参考读物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系统支持，系统中所涉及的护具使
用、康复锻炼、饮食健康、心理疏导等方面均围绕着科学、持续、
有效的方法实现逐步康复，尽最大可能减轻或避免肢体障碍、颜
面毁损等不良后果的发生。最终实现烧烫伤患友站起来并走出去
的美好愿望。 

技术支持单位：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 

首席顾问：李曾慧平教授

项目的技术与创新

1. 烧烫伤康复关爱公益基金专家委员会技术支持

2. 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技术支持与合作

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联盟支持与合作

4. 国内首家推出资助烧烫伤患友身心康复的智能康复体系

5. 国内首家出品手绘插图版《烧烫伤康复关爱指南》

6. 国内首家出品《烧烫伤者心灵关爱丛书》

7. 走进烧伤病房开设“康复指导与心灵关爱公益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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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以颜面损伤者（包括烧伤、交通伤、疾病等）的

心理康复为核心任务，以“站起来，走出去“为服务宗

旨，联合心理学专业力量，组建心理支持服务专业团队，

通过举办心理科普讲座、心灵关爱活动、出版颜损心理

读物、开展心理状况调研、促进医学与心理学的学术融

合等工作，帮助颜面损伤者接纳自我，重建自信；帮助

家庭缓解心理压力，恢复家庭功能；倡导大众关爱支持，

营造友善社会环境，为颜面损伤者顺利回归家庭和社会，

提升生命质量，实现心理成长提供心理支持。

温暖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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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温暖心计划在行动

《颜面损伤者心灵关爱丛书》出品

2016 年 5 月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
援助联盟合作完成了《颜面损伤者心灵关爱丛书》的翻译、改编、
排版工作，该系列丛书内容来源自英国 changing faces 基金会
授权使用。该系列丛书为颜面损伤者提供了全面的心理自助常识
及技巧，帮助成人，家庭和年轻人学习新的方法来面对生活与不
寻常的外表。

>“儿童和青少年系列”

《自信的和孩子交流》《用心关照孩子和自己》《为去医院和学
校做准备》

>“儿童家长系列”

《孩子你可以更加自信》《孩子，你可以了解更多》《孩子，你
只是看起来与别人不同》

>“成人系列”

《亲密、关系和爱》《自信的交流》《自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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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知计划
中国烧伤人群分布较广，多数发生在城镇及农村地区，

烧烫伤的救治和康复技术在基层医院相对比较落后，导

致烧伤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医知计划将邀请

行业专家走到基层医院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直接有效的

提高基层医生专业水平，以点及面，惠及更多患者。同

时鼓励和支持临床医生开展烧烫伤康复的课题研究，并

每年举办“捷友情”杯青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定期举

办学术交流活动，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促进烧伤康复

行业的进步与发展，对中国烧伤康复与瘢痕治疗领域的

人才培训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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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27 第一届“捷友情”杯青年医师优秀论文评选大赛

2016.10.22 第二届“捷友情”杯青年医师优秀论文大赛

第三届捷友情杯优秀论文评选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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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 .
我们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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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支持

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专家委员会
中国烧伤康复医学会烧伤治疗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市妇联
台湾儿童烫伤基金会
台湾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
英国 changing faces 慈善基金会
广州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烧伤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
北京疤康诊所
北京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
腾讯公益
网易乐得公益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高参小”项目组
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

特别鸣谢

台湾儿童烫伤基金会、台湾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我们亲眼见证

他们以正确，有效，可复制的公益模式，将“烧烫伤是可以预防的”

和“做到冲脱泡盖送，别让错误的观念害了孩子”等科普理念做

到深入人心，所以预防烧烫伤科普宣教，这件事情不能等，早做

一天，就会少一个孩子受伤，少一个家庭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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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机构、项目年度荣誉

1、“中国好项目平台”2017 年度中国好项目大赛星级项目认证

2、“益童梦想 - 儿童公益行业支持平台建设”2017 年度优秀儿

        童公益项目评选一等奖

3、“慈善 - 一路有你”2017 年度优秀公益项目奖

4、“2017 中国公益年会”2017 年度公益人物 - 胡亚捷、汤静

5、“慈善 - 一路有你”2017 年度爱心大使奖—胡亚捷、孙便友

6、“慈善 - 一路有你”2017 年度最美志愿者奖 - 潘瑜

7、“美丽的平凡”社区文化建设先进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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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财务公示

财务状况
2017

募资总额  4,332,082 元

完成计划  144%

线下募集资金 700,009 元     

网络募集资金 3,632,073 元

合计支出 1,135,163 元

公益项目支出  1,098,349 元

办公及人员工资支出  36,8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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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水泥厂小学  校长

今天请来了公益组织的老师们，给孩子们讲，
这个遇到了烧烫伤的时候我们我们来如何去
做，如何进行自救，如何救他人，我觉得非
常非常有必要，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我觉得特
别有意义 ......

北京电厂路小学  一年级学生

在学校学习了烫伤了该怎么办，可以告诉我
朋友，还有爷爷奶奶，学习到了烫伤了一定
要用冲脱泡盖送这几样方法。         

北京红旗小学  老师

烧烫伤可能在安全课程上，比如说安全班会
上会有一些涉猎，但是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
给孩子们这么系统的，这么生动的给他们讲
解过这方面的知识 ......

济南天桥区  学生家长

我们国家我们这个教育上确实比较是忽略的，
平时那，注重的是文化课的学习，或者是体
育音乐美术这一块，实际上孩子安全教育是
非常重要的 ......

中国工程院  盛志勇院士

任何伤病，预防胜于治疗。烧伤在相当一部
分也可以预防的，应该跟交通伤一样，通过
一定的宣传，一些措施，烧伤发生率可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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