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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弥补校园健康工作空白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 � 11 月 17 日上午， 在贵州省
毕节市七星关区长春中学，刚读
初一的小女孩儿陈玉(化名)照常
上学，唯一不同的是，她将与全
校同学一起接受一次由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组织的全面体检。

体检结果显示，陈玉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 而在此之前，陈玉
的家人一直不知道孩子的情况，
也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发
生。而在本次活动中体检的 3600
多名学生当中，发现了包括陈玉
在内的 7 例先天性疾病患者。

“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并
不会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体检，而
学生父母本身的意识也不足，所
以像陈玉这样的情况很多，即便
患有先天性疾病，也无法及早发
现。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心脏血管外科副主任陈建明
表示。

长春中学校长聂祥栋表
示：“我们学校目前有初一到初
三三个年级， 共 2005 名学生，
都是来自周边十三个村的孩
子，在此之前，都是靠学校周边
的镇卫生院， 有些突发状况或
者卫生情况，都是找他们的，学
校本身并没有专职校医， 也没
有校医室。 ”

长春中学的情况并非个案，
目前我国的学校校医及校医室
配备严重不达标。 面对这种情
况，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推出了博
爱校园健康行动，旨在推动全国
校医室建设及校医配置。

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的介
入，是否可以加速推进校医问题
的解决呢？

政策规定出台 8 年
校医室建设仍多空白

2008 年，教育部、卫生部、财
政部印发了《国家学校体育卫生
条件试行基本标准》(以下简称：
《标准》)，规定寄宿制学校必须设
立卫生室，寄宿学校或 600 名学
生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应配备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且对卫生室
大小及配备器材作出了明确要
求，其他学校可视学校规模设立
卫生室或保健室。

《标准》已经出台 8 年，但情
况并不乐观。

据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青

少年卫生研究所调研数据显示：
目前学校校医及校医室配备严
重不达标，北京东城区的中小学
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为 55.56%，
丰台区有三分之一学校不达标 ;
沈阳市皇姑区达标率仅为 21%，

除此之外，我国绝大多数县
级及以下地区的学校，校医室的
建设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共
有公办学校(含幼儿院)489 所，其
中学生规模超过 600 人需要配
备校医室的学校有 107 所，但在
实际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
学校几乎没有校医室。 ”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助学中心主任陈珞
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陈珞利用大量时间实地走
访了 6 个省市，摸查目前校医室
的配备情况。“情况很糟糕，我们
实地考察了包括湖南、 贵州、云
南、广西、四川、重庆，省会发达
城市的学校， 有少数配备了独
立的校医室， 但是越到下面的
地区，情况越糟糕，几乎都没有
校医室。 ”陈珞说，“在我们走访
的很多偏远地区， 经过前些年
的撤点并校， 很多学校本身容
纳的学生非常多， 远远超过了
国家规定的 600 人以上需要配
备校医室的要求， 而且越到偏
远地区，医疗资源越短缺，很多
学校周边都没有临近的卫生
站， 它们其实最需要配备校医
室。 ”

“校医及校医室的建设政策
虽然已经出台，开展起来却有许
多实际问题。 ”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副理事长刘选国对《公益时
报》记者表示，“经过我们调研发
现，在一些发展迅速，财政状况
良好的省市，当地政府也在积极
落实政策，但是在我国绝大多数
欠发达地区，政府资金优先保障
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这一块儿资
金支持力度小，也没有足够的人
员配备，学校自身更不具备这样
的能力，就只能依靠临近的卫生
院等起一些临时代替作用，更多
的则处于停滞状态。 ”

民间力量介入
创设博爱校园健康行动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核心
理念是“生命与健康”，面对这种

情况，基金会决定推出专门致力
于学校卫生室建设的项目———
博爱校园健康行动。

要做项目， 就要有资金支
持， 更要有地方政府的配套支
持。

“要让让校医室在建成后发
挥应有的作用，体检、保健、疾病
预防、应急处置、生命教育等等
都少不了。 而这些都需要政府的
支持， 专业医护人员的配备，常
规药材的提供以及供给等，所以
只有政府愿意提供这样的扶持，
我们才能考虑在这些地方开展
项目。 ”刘选国说道。

所以，陈珞开始与很多地方
政府进行接触，但结果不太尽如
人意，很多地方政府对这一项目
并不太感冒。“有些地方政府给
出的答复是能力有限，无法配套
提供相应的专业医护人员; 有的
则对于项目的可持续性提出了
质疑， 政府如果不愿意提供支
持，我们在当地没办法开展这样
的项目。 ”

最终，陈珞在与毕节市政府
接触过程中看到了希望。“当地
政府表示愿意支持我们开展这
样的项目，将有当地教育部门提
供专业医护人员作为全职或兼
职校医负责我们捐建的校医室，
而当地卫生部门定期对校医室
内的物资进行补给，虽然当中有
的校医不是全职，但会保证每周
至少三天会在校医室。 所以我们
决定在毕节开始这样一个全新
的项目。 ”

经过仔细设计， 最终确定了
项目包含的四个内容：1、 捐建校
医室；2、培训校医；3、针对学生开
展健康教育公开课；4、 定期对学
生进行全面的体检及疾病筛查。

“捐建校医室是基础，主要
保障校园医疗需求及意外事故
紧急处理; 校医培训是为了能够
让校医专业能力更强; 健康教育
公开课是希望能够在学生的早
期教育中灌输更多的健康知识
和理念; 而定期进行的全面体检
及疾病筛查，是为了在保证基础
医疗卫生需求的同时，能够更加
及时地了解学生健康程度。 ”陈

珞表示。

首期捐建 10 个校医室

11 月 17 日， 博爱校园健康
行动项目正式启动，首期将在毕
节市捐建 10 个校医室， 首个校
医室援建点为毕节市七星关区
长春中学。

除了校医室，来自重庆的第
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医
疗小组也跟随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来到了毕节市， 为七星关区
3600 名中小学生进行包括眼、
耳、鼻子、口腔、呼吸道、心脏等
全面的体检和筛查。

上午 11 点左右， 陈玉的身
高、体重、眼睛、口腔等正常通
过， 但是在进行心脏听诊环节
中，陈建明发现陈玉的心脏跳动
有杂音，随即要求随行医生对陈
玉进行了彩超等深入检查，并最终
在陈玉的体检表中诊断为“肺动脉
瓣反流或室间隔缺损”。随即，医生
向本次体检活动的负责方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反映了情况。

当焦晓伟看到陈玉的体检
结果后， 立即与学校领导反馈，
要求校方尽快通知孩子的父母，
带孩子去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这应该属于先天性心脏
病，看到这样的检查结果我第一
反应就是尽快让父母带着孩子
确诊，因为现在看到的只是我们
的初步诊断结果，需要全面检查
后才能确定，并且了解情况的严
重性。 ”焦晓伟说道，作为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助学中心的工作人
员，他表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
工作中发现孩子患有先天性疾
病了。

“像陈玉这样的情况，很多都
是因为没有尽早发现而错过了最
佳治疗时间，甚至更糟糕的后果，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校医及校医室
的建设，尽早发现，然后给予及时
的帮助和治疗。 ”陈珞表示，“一旦
发现并确诊此类先天性疾病，可
以及时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专
项救助基金联系， 帮助孩子进行
治疗。 这也与我们大病救助项目
形成良好的对接。 ”

“除此之外，对于身高发育
迟缓的学生，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也有专项资金予以帮助，而针对
体检发现的口腔卫生问题、学生
近视、斜视等问题，也将依托校
医和校医室进行健康干预和预
防。 ”陈珞补充道。

校医要先培训提高自身能力

为了使体检等相关工作可
以常态化， 在捐建校医室的同
时， 校医培训也被纳入项目之
中。

“校医室及校医的配套建设
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偏远地
区， 学生和家长的健康意识淡
薄，需要校医长期在学校开展健
康知识普及工作，并且依托校医
室资源定期对学校孩子进行身
体检测， 最好是在每学期开学，
都能集中进行一次体检、 筛查。
这也需要我们配备的校医要具
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比如常规外
伤包扎、眼疾预防、口腔卫生保
护以及常见先天性疾病诊断知
识等，这就需要进行集中培训。 ”
陈建明说道。

“首期‘博爱校园健康行动’
将对来自毕节市七星关区 100
名校医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学校常见传染病的预防和控
制》等 16 门理论知识，以及医疗
救护、 组织救援等 14 项紧急救
护实际操作。 ”作为本次校医培
训机构，贵州省人民医院院长孙
兆林说道：“经过专业的培训后，
校医将初步具备在学校内开展
健康普及、疾病筛查、预防等技
能。 ”

“目前的计划，是准备在贵
州省援建 100 所校医室，然后再
逐步推开。 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
五年时间内， 筹集一亿以上资
金，用于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的
校医室建设、校医培训以及模式
的推广。 ”刘选国说道，“我们希
望能够通过这样的项目，改善偏
远地区学校的医疗卫生水平，也
希望通过这样的项目，能够吸引
更多来自政府、企业、社会力量
的支持，在更多的地区开展。 ”

陈玉在体检中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 �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搬运校医室相关设施。摄影：雷
建忠（活动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