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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车轮行，处处纽带情
———贵州省“母亲健康快车·爱心巡诊周”纳雍站侧记

� � 10 月 16 日，当“母亲健康快
车”再次驶入纳雍县人民医院看
望小凤（化名）的时候，病床上的
她已经能开口告诉旁人自己的
病情了。

四天前的夜里 9 点半，远在
约 50 公里外的董地乡的小凤由
于宫外孕导致腹腔出血和几次
晕厥， 接到她家人求助电话的

“母亲健康快车”10 分钟便赶到，
经过 1 个小时车程将其送至县
人民医院，立即实施手术，凌晨 3
点钟终于转危为安。

回想起当天送院时的危急
情况，小凤的公公婆婆在一旁泪
眼婆娑，但还是一连感叹“母亲
健康快车”的迅速和专业。 而此
刻，来探望的“母亲健康快车”工
作人员已驾车离去执行下一个
任务了。

就在同一天， 新一批共 10
辆“母亲健康快车”在贵州省毕
节市纳雍县集结出发，分别驶向
黔贵高原的 10 个县， 给更多的
“小凤”送去生命的力量。

毕节地处贵州西南，是我国
唯一以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为
主题的试验区， 脱贫任务艰巨，
纳雍县、威宁县、赫章县是这里
最后三个未摘帽的贫困县，一度
曾有“纳威赫，去不得”的说法。

近年来，这三县经济发展水
平和公共及基础设施建设大为改
观， 不断深入的精准扶贫工作在
其中居功至伟， 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发起的“母亲健康快车”即是
其中健康扶贫的典型实践， 它面
向贵州等西部贫困地区的女性，
通过输送健康服务、 健康理念和
健康知识的方式， 帮助受助地区
降低妇科病发病率、 孕产妇死亡
率，全面提高女性健康水平。

2003 年 7 月 27 日，正是 100
辆“生命之车”由首都北京驶进当
时贵州全部的 98 个县，才拉开了

“母亲健康快车”送抵健康的使命
征程。 当年次日，患 40 年子宫脱
垂之久的刘兴秀便成为该计划有
史以来的第一个受益者。

从刘兴秀到今日的小凤，17
年来，承载着女性关怀的滚滚车
轮从贵州驶向全国，30 个省（市）
超 7000 万人次因此受益。

除了孕产妇的紧急救助，定
期开展下乡健康知识普及和义
诊，也是每一辆“母亲健康快车”
肩负的重要任务之一。

10 月 17 日上午，“母亲健康
快车”首次载着义诊团队缓缓驶
入纳雍县乐治镇。

义诊团队甫一就位，顾不上
飘着的细雨，镇上乡亲便将义诊
台围了个水泄不通，争先恐后抢
得“有利位置”，让在场维持秩序
的工作人员忙不可迭。

当地村民由于其惯有的生
活方式和健康理念， 慢性病普
遍，前来问诊的年长者居多。

在当地医生的帮助下， 义诊
专家除了为村民们测量血压、号
脉、 就症状作出诊断和治疗意见
之外，更多的是“苦口婆心”地叮
嘱病患改变长久以来的生活习
惯———少摄取盐分、多晒太阳、少
依赖药物等，以及亲自上阵示范。

这厢，中国女医师协会第四
届理事会副秘书长任在晋仰天
而卧；那方，原解放军总医院远
程医学中心主任郑兵以膝跪行
……这都是专家们通过多年实
践总结出的防治血栓、缓解慢性
腰腿疼痛的妙招，乡亲们见状纷
纷跃跃欲试。

义诊行至半程，只见一位抱
着孩子的母亲来到王芳博士面
前，忧心忡忡地询问她的孩子会
不会长不高。

王芳博士是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儿科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拥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她立刻发
现， 这个 1 岁 7 个月的男童，前
囟还未闭合，一哭起来囟门处的
皮肤一起一伏。

经过询问，王芳得知该男童
是 36 周的早产儿，在断母乳后，
每日仅喝 180 毫升左右的牛奶，
并且饮食结构失衡，这是其症状
的根源所在。 于是，她当即开出

一张“700 毫升~800 毫升牛奶、一
个鸡蛋、蔬菜、少量水果”的日常
膳食单，并安抚这位母亲的担忧
情绪。

母亲紧捏着这张“食谱”，就
如同手里握着孩子的明日命运
一般。 看着她怀抱着孩子和希望
离去的背影，王芳和一旁的工作
人员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为医者仁，为母者慈。 两天
来，王芳对前来问诊的小患者体
察入微，但因为她和丈夫这次同
时出差在外，自己上高一的儿子
却要独自在家中度过这一周，这
次巡诊周结束后，王芳还要马不
停蹄地赶往另一个城市。

打记事起，王芳的儿子就知
道，“妈妈有做不完的作业”。 但
对于公益性质的外出义诊，家人
都很支持，王芳每次义诊后回到
北京的家中，也会给儿子讲述贫
困地区的所见所闻，希望他从小
就能体会他人的不易，有颗善良
的心。

而通过纳雍地区的义诊，专
家们也发现这里不少孩子偏矮
偏瘦。 由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
高，这一现象反映出的问题可能
并不在于经济贫困，而是儿童喂
食、 营养搭配等健康理念上的

“贫瘠”。 在毕节各县，乃至全国
范围内的偏远地区，由于青壮年
外出打工者居多，喂养孩子的重
任就这样落在不少只会用“老办
法”的老人身上。

由此，在挽救生育期女性和
初生儿生命之外，为成长关键期
儿童、青少年及其实际监护人普
及现代、科学的健康理念，也成
为了包括“母亲健康快车”在内
的公益项目所承载的重要使命。

直到最后一名乡亲离去，义
诊正式“收兵”，但这些专家们的
讨论却一直持续到餐桌上和各
自的房间内。

74 岁的任在晋曾从医 40 余
年，身为中国女医师协会第四届
理事会副秘书长的她编写了一
套针对女性健康的“三十条”口

诀。首日发车仪式后，近百名女性
将她的科普课堂挤满， 每一条口
诀的细致讲解都让这些偏远地区
的女性听众对自身健康理念有了
全新的认识，台上台下互动热烈，
课堂也因此“拖堂”了很久。

即使这样，任在晋在义诊结
束后仍然带着遗憾地说：“要是
知道当地老百姓普遍吃盐这么
重，我上午的课程应该把这一块
更着重地说一说。 ”

而在另一侧，为纳雍县第二
中学的学生们上了一堂心理健
康讲座的谢玲，也在兴奋地说着
这天收获的“案例”，她通过经典
的“房树人”测验洞察了一名学
生的心理问题。

谢玲教授是中国生命关怀
协会的副秘书长，2018 年 6 月，
她随“母亲健康快车”的巡诊走
进青海湟中县一中，为 200 余名
高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开展心
理辅导，贫困地区学生们带给她
的触动让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她擅长采用沙盘游戏和调查问
卷等方法，为偏远地区的青少年
解决众多平时难以找到对象倾
诉的“心结”，缓解他们学习和生
活上的心理压力。

正是我们今天在纳雍县全程
目睹的义诊、 健康科普和心理辅
导，让“母亲健康快车”在 17 年的
行程中持续拓展自身模式， 将关
爱女性健康的格局不断放大。

在尚未走出贫困序列的纳
雍县，如此内容丰富的“母亲健
康快车”无疑对当地有着不可替
代的脱贫意义。 女性———更准确
地说———母亲，往往是贫困家庭
改善生活面貌的中心角色，而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又常常是贫困
地区难以摆脱现状的首要顽疾，
所以， 对母亲身心健康的保证，
是从贫困迈入小康的核心一环。

一段时间内，贵州的地理位
置和交通条件曾长期制约了这
里的发展。 但近几年，贵州已实
现了“县县通，乡乡通”，仅在纳
雍，乡县之间的高速路就绵延不
尽，这就让当地经济搭上“快车
道”的同时，也让类似“母亲健康
快车”的服务如虎添翼，使得包
括健康脱贫在内的各层面扶贫
救助和脱贫理念飞驰着驶入千
家万户。

国家对健康扶贫的高度重
视可作思想召唤，社会对贫困地
区的资金投入可作行动支撑，百
姓对公益慈善的交口称赞可作
精神鼓励，但更为关键的、不断
注入这一项目的动力，其实来自
于一组组参与者与受助者之间
建立的情感纽带。

仅在纳雍的两天里， 我们结
识了一个个感谢快车工作人员救
命之恩的母亲， 送别了一个个带
着微笑与义诊专家告别的村民，
见证了一个个收获工作成长的一
线妇产科医务工作者……正是这
样的纽带传递， 让“母亲健康快
车”在乡间频繁往来，让远道而来
的专家团队乐此不疲， 让医疗健
康服务在中国无所不至。

在纳雍等类似的贫困县，载
着生命之光的“母亲健康快车”
由此也更多地让人看到脱贫的
曙光其实也已然在即。

（高文兴）

10 辆“母亲健康快车”分别驶向各自将要入驻的乡镇 乡亲们把义诊台“包围”得水泄不通

� � 手握诊断建议、满心欢喜离
去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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