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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简介 

1、项目背景 

2011 年，为建立标准化的 PAC 服务模式、规范化流产后服务流

程、提高育龄女性生殖健康水平，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医学会

计划生育学分会、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和人民日报·人民

网联合发起建立“关爱至伊·流产后关爱（PAC）项目”，并同期成立“伊

爱基金”作为支持，以《人工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指南》为指导，在

全国范围内促进开展 PAC 优质服务医院建设工作，为流产后女性提

供科学的避孕宣教和咨询服务，促进高效避孕措施的落实，并减少重

复流产的发生。 

2、项目目标 

降低意外妊娠人工流产数量和重复流产率，尤其是流产后一年内

的再次人流。 

二、 2015 年度项目社会捐赠情况 

2015 年“PAC 流产后关爱”共募集项目资金总额为 611 万元，其

中资金 611 万元。 

三、 2015 年度项目执行情况 

1、 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流产后关爱（PAC）公益项目在前期扩大覆盖范围的工作基础

上，深入推进现有 PAC 医院的规范化建设，把降低流产后 6 个月



内重复流产作为重点目标。2015 年执行 611 万，其中继续设立

PAC 门诊、资助 PAC 优质服务医院和区域示范医院执行 230 万；

培训初级、高级咨询员近 600 名及举办“关爱天使”咨询员技能竞赛

执行 169 万；举行推进会、4 周年总结会及进高校开展“守护青春、

为爱改变”健康讲座执行 212 万。 

2、 项目大事记 

①2015 年 3 月——7 月共举办 1 场 PAC 讲师培训、9 场 PAC

初级咨询员培训、7 场 PAC 高级咨询员培训 

②2015 年 6 月——11 月举办 6 场北区 PAC 优质服务医院参观

交流会议 

③2015 年 7 月——12 月举办 16 场省级 PAC 项目规范化建设推

进会 

④2015 年 7 月——12 月复审 102 家 PAC 项目执行医院 

⑤2015 年 9 月举办 3 场 PAC 区域示范医院建设经验交流会暨科

研指导会 

⑥2015 年 11 月——12 月举办 38 场“守护青春、为爱改变”校园

健康讲座 

3. 项目重点活动 

①第三届关爱天使 PAC 咨询员技能竞赛在长沙举行 

2015 年 9 月 12 日,第三届关爱天使 PAC 咨询员技能竞赛全国总

决赛在长沙举行。湖南省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龚健，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秘书长助理胡金霞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全国 71 个城市 134



家 PAC 项目执行医疗机构的 230 余名代表到会观摩。 

“PAC 关爱天使技能竞赛”是 PAC 项目针对咨询员一对一咨询和

集体宣教技能、人工流产及避孕知识掌握情况的综合考核形式，是咨

询员大赛的全年总决赛。今年的参赛选手分别是来自青岛市第八人民

医院王亚平等 9 人，她们都是经过城市赛、地区赛和区域决赛层层选

拔出的该项目的全国顶尖选手，无论基础知识的掌握、还是咨询技能

的应用都在全国名列前茅。 

为了充分展示选手实力，并为每一位关爱天使提供更大的发挥空

间，本次总决赛共设计了我的 PAC 故事、知识问答、集体宣教、单

独咨询、后续随访等五个环节，分别考核选手的基本知识和沟通技能。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吴岭获得本次大赛的

冠军，同时她也获得了本场的最佳宣教奖，这也是湖南省参赛选手连

续三年蝉联 PAC 关爱天使全国总决赛冠军；来自马鞍山市中心医院

周娟、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王亚平分获本次总决赛亚军、季军。 



 

②世界避孕日——青少年生殖健康公益讲座重磅开讲 

2015 年 9 月 16 日，在世界避孕日来临之际，由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主办、中央民族大学承办、HealthTalk 健康教育传播平台策划的

“守护青春•孕育未来”青少年生殖健康公益讲座在中央民族大学大礼

堂举办，本次讲座特邀知名媒体人董倩，心理学家黄菡及医学人士、

新锐女性等多方代表，围绕“人工流产低龄化”展开深入探讨，透过现

象看本质，从现状、问题到应对措施，为青少年受众提供更具深度的

见解和建议。 



 

中央电视台“新闻 1+1”栏目主持人董倩演讲“人流低龄化 谁的痛”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秘书长、江苏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黄菡-“黄妈妈”演讲 

 

董倩主持圆桌会议 



 

学生提问 

③“关爱至伊 孕育未来”PAC 公益项目四周年总结推进会在京召

开 

2015 年 12 月 13 日,“关爱至伊•孕育未来”PAC 公益项目四周年

总结推进会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召开。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

晴宜，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中华医学会计

划生育学分会主任委员熊承良，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

长吕凌，人民网副总编孙海峰，拜耳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朱丽仙以及

200 余家 PAC 医院代表，共同发布了项目的最新进展，总结、分享

各医院流产后关爱服务开展的经验，并探讨了项目进一步推进计划。 



 

与会嘉宾共同写下活动主题“关爱至伊 孕育未来” 

 

秦国英秘书长为 2015 年度优秀咨询员颁奖 

四、 项目实施效果 

截至 2015 年底，PAC 项目医院从 2011 年的 2 家扩大到全国 30

个省区市的 200 个地级市，594 家医院，其中“PAC 优质服务医院”192

家，培养了 2000 余人的专业咨询员队伍。2015 年在各省级妇联和

卫生行政部门的积极参与下，全国有湖南、浙江、江苏、广东、湖北、

天津、河南、河北、新疆、安徽等 10 个省区市，由省级妇联或省级



计划生育学会牵头，利用本区域内现有专家力量和政策推进优势，成

立了省级 PAC 专家指导委员会。项目专家走进大学校园，举办了数

十场“守护青春，孕育未来”青少年生殖健康专场讲座，同时邀请十余

家主流和社交媒体到场参与，有效扩大了社会关注和影响。项目对

300 余家 PAC 医院的不完全数据调查分析表明，术后即时落实高效

避孕比例达 7 成，流产后 6 个月内人工流产率从干预前的 5.71%下

降到干预后的 2.06%，下降幅度达 63.9%。初步测算仅此一项每年

可节约人工流产直接医疗成本超过 3500 万元。2015 年受益女性超

过 160 万。 

五、 受益人故事 

案例 1   一声周妈妈，道出关爱情 

十二月底的一天上午，天阴沉沉的，窗外飘着细雨，在医院人流

手术室前的 PAC 宣教室里，周燕飞主任给准备做手术的患者和家属

讲“科学避孕，远离人流”的健康知识。当讲到人流可能对身体的伤害

时，下面一阵轻轻的哭泣声，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一个二十多岁漂

亮的女孩，两眼哭的红红的，旁边坐着一个一脸无奈的男孩。课讲完

后，她将两人带到了 PAC 咨询室。通过询问才知道，这是一对恋人，

家里都在外地，两人大学同学，恋爱 5 年了，感情很好，这是女孩的

第 4 次怀孕，女孩很想生下来，可是男友的态度很坚决，认为暂时物

质条件不允许，想等环境好点了再要。经过周主任的耐心讲解，男孩

子最后说：“亲爱的，我们不做了，把孩子生下来吧，我会更加努力，

让你们早点过上幸福的生活”。女孩开心的笑了，眼里含着幸福的泪花，



激动的抱着周主任说：周主任，太感谢您了，我的思想包袱解除了，

您就像我的亲妈妈，我能叫您一声“周妈妈”吗？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周燕飞主任提供） 

 

 

案例 2   只求问心无愧，无愧于我们的职业，无愧于我们的病人。    

患者刘某，32 岁，孕 2 产 0。于 2014 年 5 月因先兆流产来我院

就诊，门诊诊断胚胎停止发育，自踏入病区，就一直在默默流泪。据

我们多方询问得知，患者一方面因孩子没保住而伤心，另一方面因资

金困难没钱做人流手术而痛哭。患者衣着朴素，交谈期间磕磕巴巴，

说不完整，一看就是淳朴的老实人。一方面我们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另一方面在科主任和护士长的带领下，全体医护人员你五十她一百

的，为患者凑足了手术费和回家的路费。耐心地向患者介绍人流术后

要避孕半年方可怀孕，并赠送 6 个月的短效避孕药。病人及其家属脸

上终于露出了微笑，意味深长的向我们道谢：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



人。虽然患者不怎么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她们

由衷的谢意。虽然这点钱不多，但是对于病人来说却是家庭中一笔不

小的开支。我们的医护人员就是这样，无论何时何地，见到没钱的就

捐款，见到危重的就立即抢救，见到流血的就冲向第一线，经常顾不

上采取自我防护。我们只求问心无愧，无愧于我们的职业，无愧于我

们的病人。（郑州市 妇幼保健院 PAC 咨询员周小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