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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儿童的补“心”之旅
� � 居住在阿富汗赫拉特市郊
的穆哈穆德·阿热法， 出生 8 个
月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以下简称“先心病”）后，爷爷阿
卜杜拉从未让他离开过自己一
天，“穆哈穆德的病也成了我的
心病，我对 6 个儿子都没有投入
这么深的爱！ ”

为了治病， 他们曾 10 次往
返首都喀布尔，每次都要攒够两
万阿富汗尼（约人民币 2000 元）
诊疗费才敢启程， 为了多挣钱，
穆哈穆德的爸爸远赴伊朗打工。
即便如此努力，四五万元（人民
币）的手术费对这个家庭来说也
是“永远也凑不够的大数字”。

阿富汗红新月会项目经理
法依孜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
线记者，“阿富汗由于经年战乱，
局势不稳， 基础医疗设施薄弱，
很多先心病儿童没钱治疗，已经
错失救治的最佳时机，其中约有
10%的儿童会因先心病早逝。 ”

7 月 4 日 16 时 30 分， 新疆
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迎来
了包括 4 岁穆哈穆德·阿热法在
内的 27 名阿富汗先心病儿童，
他们会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接受免费救治。

据了解，应阿富汗红新月会
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于 2017
年 8 月启动“丝路博爱基金”阿
富汗先心病儿童救助项目，计划
投入资金 750 万元，按照“优先
救济最紧迫者”的原则，救助 100
名阿富汗先心病儿童，项目分别
在 2017 年 8 月、2018 年 4 月救
助了两批共计 46 名患儿， 均已
康复回国。

穆哈穆德是第三批。“邻居
们都劝我放弃， 我仍然坚持着，
穆哈穆德能够获得来中国免费
救治的机会，实在是太幸运了！ ”
阿卜杜拉说。

身着紫裙的 9岁阿富汗女孩
赛依达从人群中探出头， 看到了
前来接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
十字会和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分队
队员，她害羞地躲在爸爸身后，赛
依达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心跳忽
快忽慢，常常感觉很累。

女孩阿替法的爸爸一看到
接机的志愿者， 忍不住流下眼
泪，他说：“没想到中国人这么热
情友好，很温暖！ ”

每一个阿富汗先心病儿童
背后，都有一个饱受疾病困扰的
家庭。

6 岁女孩哈加尔一出生就跟
别的孩子不一样， 她呼吸困难，
经常咳嗽，每天早晚都需要吃药
控制病情， 一旦某一天忘记吃
药，身体就立刻感到不舒服。

哈加尔一家居住在坎大哈
市， 她的爸爸穆哈穆德·乃依木
和说，“女儿 3 个月大的时候，我
就带她去邻国巴基斯坦治疗，当
地医生检查发现她的心脏有 3
个洞， 表示难度太大无法手术，
后来喀布尔的医生也给了同样
的回复，只能靠药物维持。 ”

12 岁的那扎尔从小看东西
模糊不清，身体虚弱无力，不喜

欢活动，3 年前左眼动手术时查
出了先心病，“他在家里的 8 个
孩子中排行老四， 我是农民，靠
种植西瓜、黄瓜、麦子和牧羊为
生， 孩子看病是很大的负担，就
没有动手术。 ”爸爸阿噶热苏说。

那扎尔拥有褐灰色的瞳仁，
对他来说， 去喀布尔的路很远。
他的家远离城市，位于西南部法
拉山区的一个 300 户人家的小
村庄。 每一次，他和爸爸需要徒
步走两个小时， 翻过 3 座山，才
能抵达一个小车站，那里有发往
喀布尔的班车。

为了检查和治疗，阿噶热苏已
经带着那扎尔往返喀布尔 6趟，一
趟就要花费他一个月的收入。

当技术精湛的中国医生免费
为 100 位阿富汗儿童治疗的消
息传到 48 岁的恰满的耳朵里，
这位在喀布尔打工的爸爸再也
无法安静地为顾客装修房间，
“得病的人很多， 我必须付出更
多努力，为 3 岁 3 个月的女儿木
娜瓦热争取机会！ ”

因此，恰满每个星期都要去
一趟阿富汗红新月会，从得知消
息的那天起，带活泼贪玩的女儿
去中国看病就成了他人生中最
重要的事。

阿富汗红新月会项目经理
法依孜说，目前在阿富汗还有约
8000 名先心病患者没有接受治
疗， 至今仍然以每天 15 人的速
度报名， 经济困难是最大的难
题，加上阿富汗本地医疗条件和
水平非常差，全国只有 3 家医院
能做先心病手术，但不包括复杂
病例。

同样失去工作的还有 31 岁
的哈芬祖拉，他是 4 个孩子的爸
爸，4 岁半的儿子穆哈穆德·依不
拉音在一次严重的感冒发烧后，
确诊为先心病，“自从发现得了
心脏病之后， 像变了一个人一
样，很容易生气发脾气，吵闹不
听话。 ”

哈芬祖拉曾经在老家巴哈
拉开一家假花专卖店，当孩子一
个个出生后，他发现养家成本太
高了，就到首都喀布尔的一家公
司当保安，一个月收入 1 万阿富
汗尼（相当于 1000 元人民币），
仅够一家人的生活开支。

公司得知哈芬祖拉要出远
门，立即辞退了他。 可哈芬祖拉
并不在意，“把孩子的病治好就
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礼物。 ”

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小儿心外科，医护人员的悉
心照料让阿富汗患儿感动不已。

在护士张慧娜和海尼木古
丽·阿不都热依木的手机里，保
存着一张 46 个词组的阿富汗日
常用语音译图。 2017 年 8 月，第
一批阿富汗患儿的家长们，教了
护士们很多日常用语，她们专门
誊抄在纸上，如“你好，谢谢，吃
饭，穿衣服，躺下，喝水，卫生间
……”还有为了安慰想妈妈的孩
子们专门学的“不怕， 不哭，苹
果，饼干……”

为了调节氛围，新疆医科大
学南丁格尔志愿者服务队还为

阿富汗患儿组织了绘画课，孩子
们用彩笔涂色，一起绘制阿富汗
和中国国旗，现场笑声不断。 回
到病房，小阿提法一直躺在床上
欣赏自己的画作，不时发出“咯
咯”的笑声，连午睡都把画紧紧
攥在手里。

绝大多数患儿都对医护人
员努力打造的环境和服务感到
非常满意。

5 岁男孩穆尼尔性格倔强，
陌生的环境令这个小男孩非常
抗拒，他拒绝换病号服，不吃饭，
任凭护士阿姨们一波波地来哄
逗，依然背着手不理人。

“换了环境，他像变了一个
人似的，不愿意跟别人交流。 ”爸
爸古力哈比德说。

为保证救助工作顺利进行，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邀请了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 北京安贞医院的小
儿心脏外科重症医学专家， 与新
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心
脏外科医生组成联合专家组，进
行联合会诊、疑难手术处置等。

7 月 5 日一大早，27 名阿富
汗先心病患儿在医院接受了全
面的身体检查， 包括彩超检查、
CT 检查等， 为专家会诊做前期

准备。 下午，联合专家组一起进
行会诊讨论， 根据 27 名患儿的
病情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手术集中在 6 日至 8 日，医
生根据手术排期，每天为 7 名至
9 名阿富汗患儿实施手术治疗。

7 月 6 日 16 时，当 5 岁的穆
尼尔被推进手术室，父亲古力哈
比德就陷入了煎熬，这场手术能
否终结他的心病？

这是一台室间隔缺损修补
术加动脉导管未闭结扎术，参与
人数达到 11 人， 手术台医生 3
位， 分别是主刀医生苏俊武、一
助单雪峰、二助晋晓闯，器械护
士阿布力克木， 巡回护士周江
琪，麻醉医师王江、吴建江、戴晓
雯，和体外循环师詹海婷、苟伟
挺、胡振飞。

手术在医护人员的紧密配
合中持续推进。

无菌台前的器械护士阿布
力克木不断地为医生传递各式
手术器械。 粗略统计，在这台手
术中，主刀医生、北京安贞医院
小儿外科主任医师苏俊武使用
了约 80 种器械，3 个小时后，手
术顺利完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小儿心脏外科医生单雪峰说：
“心脏是身体的核心脏器， 加上
孩子年龄小，病情变化快，手术
极具挑战，风险很大。 ”

据了解，在阿富汗先心病患
儿中，有很多复杂病例，有的孩
子心脏甚至“千疮百孔”，其中最
复杂的一台手术，从 9 时一直到
16 时，长达 7 个小时。

因此，当助理医生单雪峰从
手术台下来后，他习惯性地按了
按浮肿的小腿，然后坐在椅子上
歇了 5 分钟。

这是他当天参与的第三台
手术，他的任务并没有结束。 为
推入 ICU（重症监护室）的穆尼
尔做完各项检查后，单雪峰还要
填写术后病例，这需要花费约半
个小时。

时间已过 20 时， 和往常一
样，他并不着急吃饭，脱去手术
服就直奔小儿外科的病房，次日
准备动手术的孩子和家长还在
等待病情咨询。

穆哈迈德·海德尔已经两天
没睡好觉了，晚上每过 1 小时就
会醒一次，他一直在担心。

术后，当阿替法从 ICU 转到
普通病房后， 穆哈迈德·海德尔
听到女儿喊了一声“爸爸”，还冲
他挥了挥手，“当时我悬着的心
就放下了，我很感动，很激动，大
夫们照顾得很好，孩子已经完全
健康了！ ”

“我一见到阿替法就哭了，
这个哭不是因为难受，而是开心
的泪水！ ”穆哈迈德·海德尔说。

仅仅一个星期，9 岁的萨纳
瓦尔就完全恢复了， 连孩子自己
都没想到，自我康复能力这么强。

7 月 18 日一早，新疆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为
患儿做术后康复指导和用药注
意事项， 帮助家属收拾行李、办
理出院手续。 半个月的朝夕相
处，孩子们与医护人员建立起了
深厚的感情， 分别时依依不舍。
就连倔强不理人的穆尼尔也展
露了笑脸，让护士们惊喜不已。

一个小女孩专门找到护士
张慧娜告别，紧紧搂着护士阿姨
的脖子，亲吻她的脸颊，像和妈
妈一样亲昵地顶顶脑袋。

临行前，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还为每位患儿送上定制的“英雄
能量包”，内含积木、彩笔、彩泥等
物品，助于患儿提高“健康能量”
“心理能量”“知识能量”， 鼓励孩
子们勇敢战胜病痛，迎接新生活。

送机时，当阿富汗孩子们一
个个转身消失在候机室后，护士
张慧娜忍不住捂脸轻轻抽泣，
“确实和孩子们培养了感情，以
后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面，但他
们肯定会记得，是一群中国医生
治好了他们的先心病！ ”

（据《中国青年报》）

� � 手术成功准备回国，阿富汗儿童热黑木勒向一直陪伴护理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丁格尔志
愿服务分队志愿者张慧娜竖起大拇指（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 �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于 2017年 8月启动‘丝
路博爱基金’ 阿富汗先
心病儿童救助项目，计
划投入资金 750 万元，
按照‘优先救济最紧迫
者’的原则，救助 100 名
阿富汗先心病儿童，项
目分别在 2017年 8月、
2018 年 4 月救助了两
批共计 46 名患儿，均已
康复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