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一直以来，贫困地区的妇女和儿童都是扶贫开发的重点对象。 首先，同成年男性相比，妇女和儿童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生
产技能偏低、妇科病和先天性疾病患病率高；其次，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男性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劳动力女性化的
趋势日显突出，尤其在贫困地区，女性承担着家庭生计维持和发展重担；最后，贫困地区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成长情况，
更是关乎其自身和家庭的切身利益。

因此，只有妇女脱贫、儿童健康成长，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村家庭摆脱贫困。
然而，妇女儿童健康问题，尤其是妇女生产、妇女“两癌”、儿童先天性疾病等问题长期困扰贫困地区妇女儿童。 有数据显

示，由于公共服务缺乏，广大农村地区的新生儿死亡率高于城市 1 倍多、“两癌”发病率居高不下、先天性疾病确诊率和治愈
率低下……这也正是政府、公益组织和相关企业机构在贫困地区进行医疗扶贫的原因。

本期《公益时报》跟访国内两家基金会的经典医疗扶贫项目，对贫困地区妇女儿童健康现状和医疗扶贫可及度进行观
察，以此探寻在政府、公益组织和企业的多方配合下，是否有可能实现“大病不出县”的贫困地区的医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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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基金会的医疗扶贫样本
2017 年 7 月 7 日， 为了迎接

“她”的到来，云南省金平县老集
寨乡卫生院院长赵永昌换上了一
身雪白崭新的工作服， 冒雨站在
了“她”到来时的必经之路，神色
凝重亦充满期待。

赵永昌要等的“她” 是一辆
车，一辆与老集寨乡 2.8 万人性命
攸关的“母亲健康快车”。 自从卫
生院上一辆急救车因年久失修报
废至今，他已经等待了九个多月。
今天，他总算是“梦想成真”了。

大山里的“救命车”

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
治县南接越南边境， 距离省会昆
明 477 公里。 从金平县驱车赶往
老集寨乡，还有大约 120 公里。

《公益时报》记者随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项目主管、 云南省妇
儿工委的同志一行 7 人， 早晨 7
点 40 分从昆明出发，直奔金平县
老集寨乡。 大约上午 11 点，车行
至蒙自境内时遇上了道路塌方。

“这段时间正赶上雨季，路不
好走， 晚上九点之前能到就算不
错了。 ”云南省妇儿工委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吴皖明回过头看了看一
脸焦虑的我们，淡定地说了一句。

吴皖明每年要下乡四五次，
所以省内下辖的市县路况她大致
都掌握，她说，金平的老集寨乡是
比较偏远的一个乡镇， 路况不会
太好。

窗外时雨时停， 车子开始走
上了盘山路。 云雾缭绕中，一眼望
不到边，往下看，则是深不见底的
悬崖。

终于赶到“传说”中的老集寨
乡时已是晚上 8 点， 天色全黑。
“母亲健康快车” 老集寨乡卫生院
捐赠仪式被安排在第二天早上。

老集寨乡卫生院院长赵永
昌，个子不高、肤色黝黑，1997 年
毕业于云南省红河州卫校， 之后
就一直在乡镇卫生院工作。 2014
年，他被调到了金平县条件较差的
老集寨乡卫生院，一直干到现在。

一见面，赵永昌就告诉《公益
时报》 记者， 老集寨人运气真是
好，因为自打第一次听说“母亲健
康快车” 到今天车子真的开到了
卫生院门口， 前后还不到两个月
时间。

九个月前， 老集寨乡那辆已
经记不清跑了多少年的急救车终
于“年老体衰”，再也没力气山上

山下地跑，不得不做报废处理。
老集寨乡 2.8 万人都分布居

住在大山深处， 平时山路就崎岖
难走。 说起因为没有医疗急救车，
当地孕产妇差点命悬一线的事，
赵永昌至今心有余悸。

2017 年 4 月， 老集寨乡清水
村的一名孕妇出现生产迹象，急
需送医。 奈何当天下雨河水暴涨，
这位孕妇家又偏巧住在河对岸，
无法过河来就诊。 赵永昌看孕妇
再不及时送医怕是会有生命危
险，遂四处央求找车。 可当地人对
这种事大多避之不及。

就在赵永昌束手无策之际，
终于有位好心人勉强答应用自己
的私家车送产妇去医院， 这才算
解了燃眉之急，否则后果会怎样，
赵永昌不敢想象。

在老集寨乡卫生院，《公益时
报》 记者认识了来自本乡白沟村
的两位村民：32 岁的张太收和 29
岁的张恒拉。

张太收和张恒拉普通话都说
不太好，透着浓重的地方口音。 看
着她们因为解释不清自己到底叫
什么而有些羞赧， 记者请她们在
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两个年纪都不算大的女
子，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不
过她们说自己没有赶上好时候，
孩子们都是在家里出生的。 当初
为了生孩子，她们没少受罪。

“像以前我们生孩子，肚子疼
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办法， 如果是
大半夜生就更遭罪，路不好走，叫
人送也找不到车， 只能在那里拿
命捱着、撑着，疼到最后啥也不知
道了，人在疼得昏昏沉沉中，可能
孩子也就生下来了。 ”张恒拉蹲在
卫生院的一个拐角， 捋着头发上
的雨水，沉沉地说。

年纪稍大些的张太收说：“正
是因为这样，我才会经常以‘过来
人’ 的身份告诉那些比我年轻的
‘准妈妈’， 再难也一定要去医院
生孩子，不要咬牙硬扛着，不要再
受这种痛苦和折磨了。 ”

也就是在 2017 年 5 月，深受
无车之苦、 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
赵永昌再次向上级部门递交了为
老集寨乡卫生院配置一辆急救车
的申请。 这次的结果之顺利让赵
永昌确实有些惊喜———这还不到
两个月，一辆全新的“母亲健康快
车”就开到卫生院门口了。

“这是我们老集寨乡人的‘救
命车’啊！有了‘她’，我们乡孕产妇

的生命安全可以得到基本的保
障， 危重病患也能及时得到转院
救治，这我们就安心了。”赵永昌时
而搓着手，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快车如何驶到老集寨乡？

赵永昌说“老集寨乡人运气
好”， 这话还真是不假———这次

“母亲健康快车” 云南受捐 5 辆，
曲靖、西双版纳、腾冲、丽江和红
河各一辆。 红河州的这辆，直接批
给了老集寨乡卫生院。

作为全县人民的父母官，金
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普红芬对

“母亲健康快车”进驻老集寨乡的
意义和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

“我们医疗卫生工作目前面
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基层一些乡镇
卫生院的救护车以及医疗设施都
已经老化，急需更新完善。 以前乡
镇卫生院医疗工作条件很差，没
有车辆， 医护人员就经常骑着摩
托车翻山越岭到病人家里出诊。
这次健康快车开到我们老集寨

乡， 可以说是开来了我们当地妇
女儿童的‘救命车’，为人民群众
带来了健康福音。 ”

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
健康快车”项目主管介绍，老集寨
人能够牵手“母亲健康快车”，既是
缘分，也是必然的结果。今年 4 月，
她和同事们偶然在媒体的一则新
闻报道中看到了老集寨乡卫生院
目前急需救护车的事。

“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第
一时间联系了云南省妇联， 由云
南省妇联与当地卫生部门进行沟
通， 以确认该卫生院是否确实急
需一辆医疗专用车， 得到的答案
是肯定的。 所以老集寨乡卫生院
很快就被列入了我们基金会此次
车辆捐赠的基层卫生院之一。 ”

这位项目主管告诉《公益时
报》记者，这一批“母亲健康快车”
的所有募款都是来自天猫和淘宝
公益所有店主的捐款， 虽然捐款
数额从一分钱到几千元不等，但
都凝聚了这些捐赠人的爱心。

值得一提的是， 采取互联网

平台募捐也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近两年来开始采用的募款方
式。 互联网募款不仅让他们看到
了网络捐赠群体的爱心庞大，同
时也感受到了“创新”在基金会未
来公益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性。

如何更有效地“进村入寨”？

据“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主管
介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作为捐
赠方， 妇基会对该车的使用和监
管都有一套缜密的流程和完善的
体系，以确保在车辆使用过程中，
最大化体现其“公益性”。

“目前这批车辆都安装了
GPS 系统， 每家用车单位每个月
都要向我们反馈一次， 反馈的内
容包括：这个月转运孕妇、产妇多
少人，急救多少人，做了多少次义
诊、普查、宣讲，受益人数多少，车
行驶的里程数， 哪一天从哪儿到
哪儿等信息， 都要事无巨细地记
录并报备。 对于基层卫生机构而
言， 这样的项目规范对他们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水平。 ”

云南省妇儿工委办公室常务
副主任吴皖明表示， 他们要求对
接该项目的管理机构对所有的
“母亲健康快车”实行透明公开的
使用规范，对“孕产妇不收费”这
条肯定是能保证的， 绝不会把该
车当作 120 急救车去使用。 在技
术管理方面要按照专业规范来操
作， 但在出诊过程当中还是坚持

“社会公益性”第一，对母亲健康
快车已制定了明晰的使用办法。

据介绍，2017 年，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将对“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升级”。 这包括，继续深化项目内
涵，安装车载 GPS，实现车辆使用
与运行的远程数据化管理， 探索
新的服务模式， 启动快车进城市
的社区服务试点工作， 援建村医
理疗室， 加大对公众健康的宣教
力度，成立千人志愿讲师团，开展
系列公众健康宣教活动等。

与此相关， 项目方还将稳步
推进“白衣天使基金”、“导乐分娩
关爱服务”、“女性双心健康专项
基金”等公益项目，以提高综合服
务妇幼健康的水平和能力。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历经 14
年，在全国妇联指导下，该项目的

实施规模和受益人群不断扩大。
截至 2016 年底， 项目向 1700 多
家基层医疗单位捐赠 2468 辆“母
亲健康快车”及车载医疗设备，受
益人次达 6000 万。

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相关
人士介绍，展望 2018 年，该项目
在建立基本大数据库的同时，还
会加大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普
及，比如安装全程视频监控，提倡
互联网用车日志等， 建立与用车
机构的直接联系、垂直沟通；开拓
各级医疗卫生行业的专家资源，
吸纳他们成为健康快车项目体系
的一部分， 更好的为基层群众提
供各类公益服务。

在金平县卫计局副局长马光
文看来， 近年来国家对妇女儿童
的优惠政策出台了不少， 但一些
好政策要在像金平县这样经济欠
发达又是多民族聚居、 文化素质
相对落后的贫困边疆地区予以落
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母亲
健康快车”的到来，就像架起了一
座无形的桥梁， 对当地孕产妇的
健康保健、危急孕产妇的转运，以
及对当地医疗卫生健康知识的普
及，都会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他笑着说：“我敢说，这辆‘母
亲健康快车’ 从今天落地老集寨
乡开始， 基本上不会有闲着的时
候， 一定是每天都会奔波忙碌在
村村寨寨之间。 ”

正带领着一支四人医疗小分
队在金平县人民医院进行对口帮
扶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副主任医师郭方对“母亲健康
快车” 这样的公益项目进驻贫困
地区十分赞赏。

“母亲健康快车的出现，虽然
无法从实质上改变贫困山区的就
医条件， 但它大大缩短了一些病
患从自己家里到乡村卫生院或者
县医院的距离， 等于帮助他们搬
掉了横亘在两者之间的一块大石
头，扫清了一直以来的就医障碍，
使得病患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救治
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做了一
件当地人民真正需要的、 不扎花
架子的大好事。 ”郭方说。

离开老集寨乡卫生院的时
候， 白沟村的张太收和张恒拉正
拉着几个身着艳丽民族服饰的姐
妹拍照合影，她们笑得那么灿烂。

母亲健康快车：当“救命车”开到家门口

天使之旅：给先心病患儿一个机会

在去徐小云家做回访的路上，
可以看到大大的“兜底保障”、“精
准扶贫”宣传标语。

位于秦岭南部的紫阳县有山
有水，但耕地极少，小小的县城像
缩小版的重庆，叠在汉江边上。 紫
阳县是陕西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中的国家级贫困县，听一起回访的
当地干部讲， 为了完成 2020 年的
脱贫攻坚目标，基层干部大部分精
力都放在了扶贫工作上。

近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
下简称“中国红基会”）为孩子们做
先心病筛查、救助。救一个孩子，就
避免了一个家庭陷入贫困。

我们在徐小云的家里只看到
她和爸爸，妈妈在外打工。 因为家
里的一点耕地仅能满足日常吃饭，
男性劳动力基本要出外谋生。徐小
云的爸爸在外出打工时患上了尘
肺病，于是换妈妈、大姐去打工，爸
爸在家照顾上小学的她和弟弟。

徐小云是去年中国红基会来
筛查后救助的孩子，跟去年做手术
之前相比， 个头儿已经长了不少。
小姑娘说自己以后想做演员，但大
家问她偶像是谁时，却腼腆地不肯
说。陕西省人民医院的医生王沙为
她做了复查， 医生告诉徐爸爸，孩
子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可以跟学校
说能上体育课了。

据紫阳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张
小红介绍， 去年的筛查中共确诊先

心病儿童 42例， 已经有 31例实施
了手术，还有几例需要继续观察。 张
小红同时还是“大爱清尘”的志愿者。

在最合适的年龄得到治疗

此次的中国红基会组织的“天
使之旅———贫困先心病患儿筛查
行动”， 在秦岭地区和云南两州市
同时进行 (另有新疆的筛查已于 6
月初进行)。 秦岭地区是与陕西省
人民医院合作，筛查救助基金计划
使用 150 万元， 其中彩票公益金
100 万元，合生元母婴救助基金 50
万元，覆盖柞水县、安康市汉滨区、
勉县、户县等四县，同时开展紫阳
县受助患儿术后复查和探访。

云南的筛查则与郑州市第七
人民医院（心血管病医院）合作，在
南华、元谋、武定、易门、红塔等 5
个区县开展筛查， 救助资金共计
150 万元，分别来自郑州市心血管
病医院 100 万元捐款及国家彩票
公益金项目 50 万元的支持。

中国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
说， 筛查特意选择在期末放假之
前，通过媒体、学校的传播，让孩子
们的家长、尤其是有先心病症状的
孩子的家长， 带孩子来参与筛查，
让需要做手术的孩子在最方便做
手术的时间段得到治疗。

对于已经知道孩子有先心病
而无钱医治的家庭来说，“天使之

旅” 的确是个如天使降临般的福
音；对从前毫无症状，在筛查中发
现患有先心病的孩子和家长来说，
却是个打击，然而这样的“打击”来
得越早越好。

6 月 30 日， 在云南楚雄州南
华县龙川小学，郑州七院的医护人
员共筛查了一千多个孩子，筛查出
患者 14 名， 其中有的是以前从未
发现过的，有的却是耽误了治疗时
间，而今已失去了手术机会。

8 岁的小姑娘罗昕，被筛查出
“房间隔缺损 12mm”，为她检查的
郑州七院专家杨斌， 跟匆忙赶来、
仍然难以接受的罗欣妈妈解释，房
间隔缺损， 就像心脏这个房子里，
多了一个原本不该有的窗户，应该
把这个窗户给堵上。这个病早期不
容易发现，好多是到成年人以后才
发现的，要尽早给她做手术。

杨斌告诉记者，有些先心病早
期是看不出症状的，这就是在幼儿
园、小学筛查的意义。如果不筛查，
家属也不知道，可能会失去最佳手
术时机，对孩子以后的生活、健康
都有影响。 罗昕的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一直没发现，孩子有可能在二
三十岁时，出现心衰、心脏扩大、心
律失常甚至心源性猝死等情况，这
会影响孩子一生。

在我们看来，生病了赶紧去医
院治病是正常的，在贫困地区却不
全如此。在南华县由外公外婆带来
筛查的白雅小姑娘， 今年 4 岁，在
她出生两个多月时，就被当地的县
保健站检查出来患有先天性心脏
病，但是由于家庭贫困，一直没有
条件进行治疗。

记者随当地红十字会人员前往
白雅家探访， 她跟外公外婆和舅舅
一起， 住在打工地点临时建的两间
小屋里。 白雅的妈妈爸爸都是聋哑
人，在生下她不久后就离开了，至今
没有音信，舅舅也是聋哑人，礼貌地
打着手势给来访客人递烟。 能有这
次治疗的机会，白雅的外婆很感激，
说：“明天就回老家（找村委会）盖章，
然后收拾东西，等你们通知，就跟你

们去郑州，带娃娃去治病。 ”

不是所有孩子都这么幸运。

6月 30日南华县筛查当天，一
位父亲拿着 17 岁女儿的病历前来
询问，17岁已经超出了项目救助范
围，郑州七院负责行政的郭昊还是
给她做了登记，但因为病情比较复
杂，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确定可否
手术。 另一个嘴唇发紫的 12 岁男
孩，情况严重，在几位医生会诊之
后，结论是已经没有手术机会。

一直跟随筛查队的云南省红
十字会王金龙告诉记者，这不是他
见到的第一个没有手术机会的孩
子。他曾经送一个女孩前往北京治
疗，火车上发生昏迷甚至用上了氧
气瓶，到北京见到医生，得到的结
论还是无法手术。“这个孩子现在
应该没了吧。 ”

7 月 1 日，元谋县一所小学和
一所幼儿园的筛查，让医生们心情
轻松愉快一些，给学校学生的初筛
中，没有需要手术的病例。

不只靠筛查
建立常态救助机制

7月 5日， 在云南 5县的筛查全
部结束，郑州七院共筛查 8650人，彩
超检查 354人，确诊患儿 62人。 目前
已确定第一批跟随医疗团队回郑州
的有 22名患儿，陪同家属 34人。

在云南筛查的感受与陕西有明
显的不同。 在南华县，带孩子来筛查
的爷爷奶奶更多， 因为爸妈在外打
工，而爷爷奶奶年纪大，讲本民族语
言或云南方言， 需要当地红十字会
的工作人员来当翻译。 在填申请表
时，仍有妇女不识字的情况，也需要
当地红十字会帮助填写。

云南省是先心病的高发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 云南省每年新发现
先心病患儿约 3800例，但有效救治
率不到 60%，大部分患儿由于交通不
便，消息闭塞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

刘选国告诉记者：“这些年开
展先心病救助的机构很多，红基会
应该是最早涉足的，过去的这些年
我们有所转型，一是由做普通的先
心病救助向复杂的先心病救助转
型。二是与合作医院通过筛查的方
式深入到边远的贫困地区，及时发
现需要救助的孩子，在他们最适宜
做手术的年龄阶段给予救助。 ”

除了每年的筛查， 红基会建立
起了常态救助机制。 刘选国介绍：

“红基会与地方红十字会合作，每个
月都会接收一大批在地方医院救治
的先心病儿童。 红基会在全国有三
十多家定点医院， 部分医院开通了
直通车， 只要是这些医院确定的复
杂先心病，费用需求比较高，靠‘新农
合’报销不足以解决其家庭困难，我
们就会启动彩票公益金的救助。 同
时我们也会跟一些合作伙伴募集社
会资金共同开展救助。 ”

（文中所有儿童姓名均为化名）中国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右二）与医生讨论正在做彩超孩子的病情

陕西省人民医院医生王沙（左一）在回访中询问孩子恢复情况

赵永昌（前排右二）和老集寨乡妇女听卫生讲座

老集寨乡妇女在卫生院问诊

■ 本报记者 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