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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健身与扶贫结合

2019 健行者公益项目是由
国家卫生健康委扶贫办指导，中
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山西省永
和县委县政府联合中国人口福
利基金会、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
心、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山西
省卫生健康委等诸多机构联合
举办的公益活动。

与一般的全国性徒步活动
在大城市举办不同，2019 健行者
公益徒步活动被放在了地处贫
困地区的小城市山西永和县。

永和县虽然有雄伟壮观的
黄河乾坤湾，还曾是毛主席率红
军东征的回师渡口，黄河文化和
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山高
沟深、自然条件恶劣，永和县发
展相对滞后———五年前，整个县
城曾经只有一个红绿灯。

2019年 10月 19日，“健步母
亲河·健康扶贫行”2019健行者公
益徒步活动在山西省永和县黄河
乾坤湾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近 600名徒步爱好者沿着黄河，一
路穿过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红
军东征纪念馆、黄河古渡口、古村
落等地，参加 35公里实地挑战。同
时， 全国有 1500余名健行者通过

网络参与了挑战活动。
“能在这里用徒步的方式呼

吁更多人关注贫困县，关注健康，
无疑是对健康公益最贴切也最真
实的践诺。 ”健行者韩璐表示。

主办方希望通过活动集中宣
传永和县旅游文化资源， 带动旅
游发展和消费扶贫。活动中，健行
者还会面向社会募集善款， 定向
为吕梁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的永和县、大宁县、清涧县、子洲
县村医捐赠医用摩托车。 健行者
还可以认领黄河岸边的枣树，结
对帮扶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这不仅仅是一次健身活
动，更是一项汇聚爱心的公益行
动。 这是首次尝试将全民健身活
动与公益扶贫项目结合，让我们
看到了社会蕴藏的巨大公益潜
力，为下一步探索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健康扶贫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 ”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副
主任黄长群强调。

104 台摩托车与健康扶贫

据主办方介绍，2019 健行者
活动共募集物资、 资金 200 余万
元。其中资金 70余万元，定向为国
家卫生健康委定点扶贫的山西省
永和县、 大宁县和陕西省清涧县、

子洲县村医捐赠 104台摩托车。
为什么会选择摩托车作为

捐赠给村医的物资呢？
“给他们配置上‘风火轮’，

目的是扩大村医服务范围、提升
服务效率，帮助乡村医生做好村
民的健康守门人。 ”中国人口福
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宋宏云强调。

据宋宏云介绍，现在全国约
有 150 万的乡村医生，肩负着 6.7
亿农村群众的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及常见病、多发病的初级诊治
等服务，是亿万农村居民的健康
守门人，在健康扶贫工作中起到
决定性作用。

但在贫困地区，乡村医生队
伍仍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的薄弱环节，需要帮助乡村医生
克服多重环境的阻碍，让他们有
能力帮助群众提高公共卫生素
养和疾病预防能力。

对于永和等地的乡村医生
来说，交通困难已经成为他们每
天都需要面对的难题。

“20 年来，我骑坏了 7 辆摩
托车， 跑遍了黄河边上 28 个村
子的沟沟壑壑。 ”山西省临汾市
大宁县村医贺星龙强调。

像这样的情况， 永和县、大
宁县、清涧县、子洲县还有很多。
以永和为例， 地处吕梁山脉南

端，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东岸的
永和县，总面积 1212 平方公里，
人口却只有 6.8 万。沟壑众多，地
形复杂，村民居住分散，乡村医
生出诊一次费时费力。

而对于村民来说，由于村里
留守的大多是老弱病残，他们对
送医送药的需求本来就高，如果
没有这些乡村医生，他们看病将
更加困难。

“这么多年走过来，说不苦不
难是假的， 最初几年我也曾动摇
过， 也想走出去换个优越的环境
生活，回想当初我上卫校时，乡亲
们为我七拼八凑的 3025 块钱学
费，一想到我们农村缺医少药，乡
亲们看病得跑好几十里地去县
城，我就狠不下心，也不能撂下这
个担子，乡亲们离不开我，我也离
不开乡亲们了。 ”贺星龙表示。

为了改善乡村医生看病的交
通条件，扩大村医服务范围，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特别为健行者活
动设立了“跨越山水之路、守护村
民健康”公益项目，通过募集资金

为乡村医生捐赠摩托车。
据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工

作人员介绍，总计 104 辆摩托车
将被山西省永和县、大宁县和陕
西省清涧县、子洲县的相关单位
接收，最终的使用权将交给符合
条件的乡村医生。

这些摩托车将为乡村医生
和村民之间搭起桥梁，极大提高
村医的服务半径和服务效率。

“由于村民居住分散，路途
遥远， 有时病人得不到及时治
疗，错过最佳诊疗时机。 有了这
些摩托车，可以大大提高我们乡
村医生走村串户的出诊效率，能
为更偏远的村民提供及时的医
疗服务。 ”贺星龙表示。

“帮扶乡村医生，助力健康
扶贫不仅要有政府部门的政策
和制度上的保障，更需要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形成合
力。 基金会将不遗余力的继续支
持和开展多形式的乡村医生条
件改善和能力提升工作。 ”宋宏
云强调。

精准帮扶乡村医生
为健康扶贫探索新路

7 月 31 日，山西省永和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广场。
骄阳下，崭新的摩托车一字排开，车身上醒目地贴着 XX 健行者队员、XX 基金会等捐赠的标签。
一群身穿白大褂的人在旁边兴奋地看着、聊着———他们是来自永和等贫困地区的乡村医生，从 8

月开始，这些崭新的摩托车将归他们使用。
这些摩托车是来自‘2019 健行者公益项目’的捐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为什么要给乡村医

生捐赠摩托车呢？

捐赠活动现场

“你们治病的效果和省里大
医院是一样的。 ”在甘肃省定西
市临洮县人民医院内，年过六旬
的张正海盘腿坐在病床上，接受
诊治。 医生张成军双目微闭，正

用听诊器为他检查心肺情况。
张正海家住临洮县梁家湾

村。 几年前，他患上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 从村里到兰州市看病，
他倒了好几次车。那一路的颠簸

和心中的忐忑，让他记忆犹新。
“看病来回折腾不说，到省城

看病报销比例低，生活开销大。 看
上几次病，一年的地就白种了。 ”
他说，当时县里医疗水平有限，自
己病情反复，他又没有别的选择。

东西部扶贫协作为这里带
来了改变。

近年来，天津市、山东省青
岛市、福建省福州市和厦门市在
对口帮扶甘肃省贫困地区中，大
力开展健康扶贫，将良医、良药
带到最需要的地方。

2019 年 8 月， 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
医师张成军来到临洮县人民医
院，成为援甘医疗队的一员。

临洮县气候高寒， 呼吸系统
疾病是当地常见病。当地呼吸科虽
然发展多年，但缺人才、少设备的
问题卡住了医疗水平提升的脖子。

张成军给自己定下目标：把
技术留下来，把医疗团队建起来。

县医院缺技术，他就从病历
书写和体格检查开始，“手把手”
地教年轻医生； 县医院缺人才，
他就办讲座、搞培训，协助医生

“走出去”参加培训；缺设备，他
就多方面争取支援，为呼吸科引
进一台价值 60 多万元的多导睡
眠监测仪。 半年支援时间到期
后，他又申请延长至一年。

在天津和甘肃有关方面的共
同努力下，如今，临洮县医院呼吸
科科室医疗服务水平快速提升，
并通过了 PCCM（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规范化建设认定。

张正海终于可以就近就医
了。这次，经过一周的治疗，他的
病情明显好转。“在县里看病，不
仅有好大夫，还能省下不少钱。”
他说。

“援甘医生带来了先进的技
术和理念。 ”临洮县医院院长李
悦认为，东西部扶贫协作对于提
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发挥了重
要作用。

2019 年， 东部四市共派出
800 余名医卫人才支援甘肃省
贫困地区。 同时，甘肃省从贫困
地区选派 1100 余名医卫人员赴
东部地区进修。

东部地区帮助甘肃贫困地
区组建了一支支“永远不走的医
疗队”。 厦门市中医院帮助临夏
回族自治州中医院，将糖尿病科
打造成特色中医药专科。福州市
为定西市捐助资金购买急救车
辆，帮助建立区域医学中心。

张成军归期将至。他说：“我
们将借助远程医疗系统，继续为
甘肃的老百姓看病。 ”

（据新华社）

悬壶济世 无问西东
东部四市对口支持甘肃开展健康扶贫见闻

医生正在为张正海检查身体。 新华社发（周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