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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投入 2800万元

中恒乡村医生培训在桂继续深入开展
“做村医，还是要有点坚持

精神。 ”面对每月有限的村医补
贴，来自广西河池市保安乡平旺
村卫生室的村医韦锐用不太流
利的普通话说道。

2018 年 5 月 5 日早晨，中恒
乡村医生培训项目广西都安站
启动仪式前，韦锐接受了《公益
时报》的采访。 当记者从他口中
得知当地村医的收入主要来自
政府补贴，比起出外打工的同乡
人有明显的差距时，韦锐在流露
出一丝羡慕之余，并不后悔自己
从事村医 12 年的历程。

“我们村人口是 3250，留在
村里的都是老人和小孩，但只有
两个村医。 ”韦锐告诉记者。

韦锐所在的平旺村地处山
区，交通十分不发达，村民如果
要去医疗水平更好的乡里看病，
要走半天时间的山路才能到达。
而这样的情况在广西当地的贫
困村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因
此，村医对于村民常见病症的诊
断和治疗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我国乡村基本公共医
疗资源和医疗服务分布不均衡，
村民看病难、 看病贵等现实情
况，2017 年年底， 在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财务司和基层卫生司
的指导下，中恒集团携手中国人
口福利基金会启动了“中华乡村
e 康工程———中恒乡村医生培训
项目”，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
试点， 逐步向深度贫困区辐射，
直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据了
解，中恒集团梧州制药首期捐赠
了 2800 万元用于培训， 将惠及
6000 名像韦锐一样的乡村医生。

据悉，从 2017 年年底至今，

该项目已在广西大地上开展了
12 站的培训活动，此次都安站则
邀请了来自北京、广东和广西本
地的 19 位中医适宜技术专家为
都安县 16 个乡镇、141 个村级卫
生室的 160 名乡村医生进行了
为期三天的专业培训。

韦锐向记者表示，村医们非
常欢迎这样的培训，参与的积极
性很高。 他说：“村民普遍很相信
中医，而有关风湿、关节炎等慢
性病的培训都非常实用，对我们
的医术提高有很大帮助。 ”

在都安站启动仪式上，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司监
察专员聂春雷表示，当前，扶贫
开发工作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
关键阶段，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关键战役，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是扶贫“硬骨头”
的主攻方向，要深入实施健康扶

贫工程， 通过加强人才培养、对
口支援等形式，提高贫困地区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 做到精准到
户、精准到人、精准到病，解决因
病致贫返贫问题。

聂春雷说：“乡村医生在夯实
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网底， 服务保
障基层群众健康工作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我相信通过中恒乡
村医生培训项目， 能够提高乡村
医生专业化水平和公共卫生服务
水平，从而提升群众健康意识，倡
导健康生活方式，让群众少生病、
少生大病，切实打通政策落实‘最
后一公里’，增强群众获得感。 ”

在培训的间歇期间，19 名培
训专家还驱车近一个小时的山
路，来到都安县大兴乡顺安村进
行义诊。 74 岁高龄的中国人口福
利基金会会长李金华也不惧山
路颠簸，亲临义诊现场考察当地
医疗状况。

顺安村地处偏远， 属于贫困
村，绝大多数人口为瑶族或壮族，
村民无论在经济、 语言和交通方
面都存在就医上的诸多困难。 在
与村民的交谈中得知， 就连这条

“九曲十八弯”的盘山路也是 2014
年才修好， 此前村民走到山外的
公路上就需要足足 4个小时。

在这里，乡村医生无疑成为
了村民健康的第一防线。 但让不
少人感到诧异的是，这里竟有一
位 52 岁的村医诊治患者只收取
2 毛钱。

而在义诊过程中，慰问团队
来到一户贫困家庭，四口人就有
三人因重病失去劳动能力。 广西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专
家悉心为他们做了诊疗，慰问团
队也为他们递上了药箱。

当天的义诊吸引了全村的村
民前往， 多数为留守在村中的老
人， 主办方也初次尝试了以远程

医疗车远程对接三名医疗专家的
方式，取得了比以往更好的效果。
但主办方也表示， 乡村医生和义
诊也只能相对缓解一部分乡村看
病问题，实际上，我国山区还有很
多更贫困的地方连这样的基础医
疗保障都无法普及。

对此，中恒集团总裁欧阳静波
表示，要努力推进乡村医生培训项
目的力度和覆盖面，她说：“把线上
线下的医疗、义诊等一系列服务贯
穿其中，解决贫困山区老百姓看病
难、看病贵、看病远的问题。 ”

下一步， 中恒乡村医生培训
项目将走进包括 14 个深度贫困
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 使上万名
乡村医生从中获得培训机会，并
且从广西都安站开始， 利用移动
互联远程医疗车， 把北上广等城
市一流的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送
到乡村基层， 提高乡村医生专业
技能，助力健康扶贫。 （高文兴）

� � 在培训间歇期间，培训专家驱车前往山区为贫困村民义诊。 图为
专家在翻译的协助下为当地的壮族村民问诊。

在都安县中医院瑶医诊疗室进行的实操培训

与鲨鱼共舞挑战深海拍摄
李光洁发起光之海洋公益摄影展

2018 年 4 月 23 日，“光之海
洋·鲨鱼———李光洁公益摄影
展” 活动在北京嘉里中心举行，
著名演员李光洁亮相开幕式。 作
为野生救援（WildAid）公益大使
和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PA－
DI）海洋健康大使，李光洁发起
本次活动，希望通过影像观察和
记录生命来呼吁公众保护海洋，
保护鲨鱼拒食鱼翅，推广“没有
买卖就没有杀害”的理念。 摄影
展上，李光洁带来了多幅个人水
下摄影代表作，与两岸三地 5 位
知名水下摄影师的多幅作品共
同展出。

李光洁此次展出的 5 幅作
品均是其个人的心血之作，他在
发布会现场分享了自己水下摄
影的心得和感受。“水下摄影，不
同于一般的摄影，是一种特别珍
贵的经历，它能给我带来自由。 ”
李光洁也提醒各位摄影爱好者，
在摄影时要注意自身安全问题，
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深入巴哈
马海底与鲨鱼亲密接触的经历，
自曝曾遇潜流差点缺氧出事，但

水下摄影同时给李光洁带来很
多乐趣。“当我和鲨鱼亲密接触
之后， 我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它
们。 ”

李光洁还讲述了他与虎鲨
“艾玛” 的故事———他连续多天
期待与“艾玛”在深海相逢，结果
每次都失望而归，原来“艾玛”已
经被人类捕杀。 由此，李光洁呼
吁公众保护鲨鱼，拒食鱼翅。 谈
及自己对吃鱼翅的看法，李光洁
调侃道，其实鱼翅含铅、汞量很
高，吃鱼翅并不能养生。“鱼翅不
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们完全
不需靠请客吃鱼翅来彰显财
力。 ”他说。

当天在互动环节中，李光洁
玩性大发，跟随音乐与来自童翼
艺术教育的小朋友们一起扭动，
跳起“鲨鱼舞”。 5 位知名水下摄
影 师 孟 庆 然 、 楠 忘 、Yorko
Summer、K.Zhang 和平凡的作品
也同期展出。

鲨鱼是海洋生物链顶端的
掠食者， 控制着中小鱼类的数
量，从而保障了珊瑚礁的健康以

及海洋生态环境的总体平衡。 但
由于人类对鱼翅的需求，造成了
世界范围内对鲨鱼的过度捕捞，
导致每年超过 7300 万条鲨鱼被
杀害。

2016 年，李光洁受野生救援
之邀，前往巴哈马和墨西哥的坎
昆，一同拍摄保护鲨鱼主题的公
益广告和纪录片。 李光洁在没有
佩戴潜水设备的情况下克服失
重和水压， 在专业人士指导下，
挑战了水下总长 72 分钟的拍
摄，通过纪录片为观众揭开了鲨
鱼的神秘面纱。 本次活动中，野
生救援（WildAid）也作为独家公
益支持在现场播放了《与鲨共
舞》纪录片。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光之
海洋公益摄影展” 是喜天明星

“生命益义” 主题公益的首场活
动， 该活动将在每年 4 月 23 日
李光洁生日当天如期启动，为期
1 至 2 周，每年将变换主题。此次
摄影展还会后续推出线上展览、
摄影集等，以便更多人通过这些
作品关注到海洋世界，认识到海

洋保护的重要性。 此次公益摄影
展由喜天影视和盛腾（北京）以
及北京嘉里中心联合主办，并得
到了潜水机构国际专业潜水教
练协会 PADI 和 亚 洲 潜水 展
（ADEX）的支持，旨在通过影像
作品的形式，向公众展示海洋生
命的美好， 传递保护海洋的知
识， 唤起大家保护海洋的意识，
并通过自身努力减少对海洋的

污染和破坏。
此次活动也是“生活嘉·创

健计划”（Livingreen） 的组成部
分，该计划是由嘉里建设集团的
KerryOn 社群平台在北京嘉里中
心推出的活动系列，将每月围绕
不同主题，不断以环保文化展览
及沙龙、白领健身课程、周末健
康食集等活动推动品质社区的
可持续发展。 （王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