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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假肢是如何炼成的？
假肢是肢体残疾人最重要的

辅助装置之一， 可以帮助他们和
正常人一样工作、学习、生活。 那
么假肢是如何制作的？ 肢体残疾
人怎样才能获得资助、安装假肢？

7 月中旬，《公益时报》 记者
跟随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假
肢矫形适配救助项目执行团队
赴青海为当地残疾人适配假肢，
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了解。

个性化适配

7 月 10 日上午，青海省残疾
人康复服务中心适配服务部，55
岁的赵长青终于见到了专程来
为自己适配假肢的中国康复研
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假肢矫形
部主任刘劲松。

少年时因不慎被火车碾压
到腿部导致左侧小腿截肢的赵
长青安装假肢已经有些年头了，
但因为家里经济困难一直没有
更换。 为了减少磨损，赵长青只
好用一层层的布包在左腿剩余
的地方，再穿戴假肢。

刘劲松仔细检查了赵长青
左侧残肢的情况。“小腿部分剩
余的太少，不容易用力，比较难
带动假肢， 末端也不太能负重。
比我之前了解的要复杂。 ”刘劲
松表示。

经过会商，刘劲松团队决定为
赵长青装配左侧跪式小腿假肢。

据刘劲松介绍，像赵长青这
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每一个肢体
残疾人的肢残状况都不一样，并
没有通用的标准型号假肢可以
使用，需要个性化适配。

因此，一般来说，假肢适配
需要经过以下一些步骤：

首先，要进行残肢检查。 检
查内容包括：残肢长度、残肢关
节活动度、 残肢是否有挛缩、残
肢肌力、 残肢膝关节稳定性、残
肢软组织情况、残肢伤口愈合情
况、残肢疤痕情况、疤痕是否有
粘连、残肢末端软组、残肢末端
承重性、残肢皮肤敏感性、残肢
表面温度等。

其次，制作假肢。 具体步骤
如下：通过石膏绷带取阴型———
根据阴型制作阳型———根据阳

型制作内衬套———用树脂、板材
等材料制作接受腔———接受腔、
关节、 脚板等对线组装———试
样———成品。

“因为每个残疾人的情况不
同，这其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工作人
员进行细节调整。 ”刘劲松强调。

再次，康复训练。装上假肢的
残疾人需要通过一定时间的康复
训练熟悉假肢的使用。“穿过假肢
的大概要两个星期， 没穿过的要
一个月以上。 ”刘劲松表示。

社会力量参与

据刘劲松介绍，由于技术要
求比较高， 相应的费用也比较
高，很多残疾人并不能进行这样
的个性化假肢适配。 赵长青能够
获得这样的机会，得益于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假肢矫形适配
救助项目的开展。

“我们在前期调研中发现，
大病救助类的公益项目中几乎
没有康复领域的。 与此同时，我
国有肢体残疾人 2472 万人，假
肢适配的需求特别大。 作为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我们在这一领域
是有优势的，于是我们就和中国
康复研究中心一起探讨推出了
假肢矫形适配救助项目。 ”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宣传活动部
副部长常达表示。

项目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发起，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执行，
通过全国各省区市康复中心、社
区为网络， 筛选贫困肢体患者进
行假肢矫形适配手术， 并通过后
期专业康复训练， 让其具有基本
劳动能力，具有生活独立性。

据刘劲松介绍， 一般来说，
项目坚持为家庭贫困的残疾人
提供帮助， 他说：“孩子优先，家
里的顶梁柱优先，技术上要求更

高，在地方做不了的优先。 ”
救助对象可以到北京中国

康复研究中心来进行适配，中国
康复研究中心也会根据情况到
地方进行适配。“一方面减轻患
者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与当地
的技术人员交流，促进地方假肢
适配的水平。 ”刘劲松表示。

据常达介绍，项目自 2016 年
开展，至今已实施 4 年,通过网络
募款超过 1000 万元。

2019 年项目专家组计划深
入西藏、宁夏、青海等西部贫困
地区，开展救助筛查工作，目标
在以上地区救助 48 名患者。

此次在青海地区开展的项
目救助工作开始于三个月前。 中
国康复研究中心假肢矫形部和
青海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一
起开展了受助患者的筛查工作，
共筛查出受助患者 13 人。

在相关申请材料得到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审批通过
后，由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派出专
家组， 为患者实地进行检查、测
量取型、制作、适配调整、训练指
导等工作，计划利用 3 至 4 周的
时间，完成 13 位受助患者（17 具
假肢）的装配工作。

融入社会发展

尽管目前通过项目装配完
假肢的残疾人的规模还不是太
大，但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有了假肢，残疾人可以和平常人
一样工作，甚至创业。 独腿快递
小哥李洪军便是其中之一。

1985 年出生的李洪军，4 岁
时母亲过世，是舅舅把他抚养成
人。 小学没毕业，李洪军便踏上
社会。 17 岁时因为工地上的一场
意外失去了右腿。 手术之后，李
洪军回到初中继续学习，初中毕
业的时候已经 20 岁了。

毕业之后，李洪军当过工人、
做过残疾人艺术团演员、 开过报
刊亭、送过快递。送快递的那段日
子，对李洪军来说显得十分艰难。
“主要是行动不方便， 动作慢很
多，” 他最怕的是送大件货物，因
为腿脚不便一个人搬不动。

2017 年，获得假肢矫形适配

救助项目救助的李洪军来到中
国康复研究中心。 中国康复研究
中心派出有骨科医生、假肢工程
师、康复治疗师等组成的专家小
组对其进行会诊，并讨论制定配
置方案，最终为他适配了假肢。

经过几周的康复训练，包括
简单的负重、重心转移、杠内行
走、杠外行走、上下楼梯、上下
破、室外复杂路面行走等，李洪
军终于一步步地从不会使用假
肢到可以拄单拐行走再到最后
可以不用拄拐行走。

有了假肢的帮助， 李洪军更
有自信心了。刚开始送快递时，他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家快递门
店。 2018 年“双 11”，李洪军和朋
友合伙的快递驿站终于开业了。

人才培养是大问题

假肢矫形适配救助在残疾人
救助、 脱贫攻坚等领域的作用无
疑是十分重大的， 但目前要大规
模推广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经费问题待解。 与先
心病、白血病等大病相比，假肢
适配的紧迫性并没有那么强，在
互联网公开募捐时比较难募集
资金的，推出此类项目的慈善组
织很少。 仅靠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一家能解决的问题有限。

“我们希望把这一项目打造
成一个品牌，通过募捐建立一个
救助的资金池。 ”常达表示。

第二，专业人才、设备不足。
如前所述，假肢适配需要一个一
个去处理，“相当于成衣与定制
的区别。 ”刘劲松表示，因此，需
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但我国的假
肢矫形师十分稀少，培养的机构
也很少。

据刘劲松介绍，德国八千万
人口就有 2000 多家假肢矫形机
构，而我国甚至部分省一级都没
有专门的假肢矫形室。

“我们到地方执行项目的时
候材料都是自带的，会借用地方
的设备，但不少地方的技术可及
性不够，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就
地开发。 尽管如此，要求是一样
的，我们强调工作人员要有工匠
精神。 ”刘劲松强调。

残肢检查是假肢适配必备环节

大学生志愿者助留守儿童过暑期
近日，“关爱儿童 服务社

会———‘守护童年’ 大学生暑期
牵手共成长行动”启动式在中国
人民大学举行。

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宣布
活动启动并为高校志愿者代表
授旗。 她勉励志愿者们积极参与
社会实践，锤炼品行情操，增强
关爱儿童、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全国妇联副
主席、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黄晓薇，教育部副部长
郑富芝出席并致辞。 民政部副部
长高晓兵主持。

黄晓薇希望同学们充分利用
所学所长，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
及其家庭送去精神食粮和亲情陪

伴， 帮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有
意义的暑期， 也使自己在奉献爱
心、服务社会中不断成长进步。

郑富芝希望各地教育部门
密切配合相关部门，注重统筹协
调、加强家校协同、构建长效机
制，探索建立立体式关爱农村留
守儿童服务网络。

启动式上， 共青团中央书记
处书记吴刚发布《“守护童年”大
学生暑期牵手共成长行动任务》，
要求大学生志愿者们走访了解家
乡或志愿服务点儿童状况， 与农
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结伴，举办
一次家庭教育培训， 辅导一次家
庭作业，组织一场儿童游戏，开展
一次亲子健身、亲子阅读、法治教

育等陪伴实践活动， 向结伴儿童
赠送暑期礼物“HELLO 小孩”爱
心套餐， 开展一次面向儿童特别
是女童的自我保护课等。

“女童保护” 公益项目发起
人、 凤凰网公益频道主编孙雪梅
以直观生动的形式向大学生志愿
者们讲授了如何开展儿童自我保
护课。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 18 所高校大学
生代表以青春的名义向所有的大
学生发出“共同行动起来，为儿童
守护温暖童年”的倡议。

“守护童年”大学生暑期牵
手共成长行动由全国妇联、教育
部、民政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中央主

办，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北京高校毕业
生就业指导中心承办。

据悉， 为落实全国妇联、教
育部开展的家庭教育主题宣传
活动以及全国妇联、 民政部、共
青团中央《关于认
真做好暑期家庭
教育和关爱儿童
服务工作的通知》
要求，大学生暑期
志愿服务活动将
组 织 全 国 各 地
100 所高校 3800
余名大学生志愿
者，重点面向农村
留守儿童、困境儿

童及其家庭传播家庭教育知识，
提升家庭教育技能，丰富儿童文
化生活， 帮助解决暑期儿童监
护、人身安全等突出问题，陪伴
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 安全、文
明、愉快的假期。 （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