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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和商业：同一个扶贫项目的两副面孔
6 月 9 日至 12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妇基会”）品牌项目“母亲健康

快车”在青海省共和县、互助县和湟中县等三个深度贫困县展开新一轮活动，为偏远贫困地
区的妇女、儿童及当地医院送去义诊、体检及医院现场教学等帮扶和培训服务。

7 月，“母亲健康快车”即将迎来项目的 15 周年纪念。 15
年来，从第一辆健康快车到目前衍生出的众多妇幼健康
服务，项目突破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截至 2017 年底，“母亲健康快车” 已向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投放母亲健
康快车 2624 辆，项目受益人数超
过 6600万人次，同时配合“贫
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发
放救助款 9.96 亿元，
救助贫困“两癌”
妇女 9.96
万人。

� � 据母亲健康快车办项目负责人
透露，中国妇基会想在“母亲健康快
车” 这个品牌项目 15 周年的时候，
打造一个“母亲健康快车爱心巡诊
周”的品牌活动。此次青海是第一站
尝试，通过改进和完善，将成为常态
化的品牌活动。

“15 年前，最早在健康快车上
出生的孩子已成少年。 2004 年 10
月 21 日 8 时 20 分， 渭南市第一医
院‘母亲健康快车’急诊接一名临产
孕妇。行至途中宫口已开，接诊医生
妇产科主任靳爱华和助产师李维芳
当机立断，将‘快车’停在路边，用帘
子遮挡车窗，她们跪在车上，紧急接
生，8 时 45 分随着婴儿‘哇’的一声
啼哭，孕妇顺利生产，母亲欣喜地看
着婴儿，连声说‘谢谢、谢谢，孩子是
在母亲健康快车上顺利出生的，我
们就叫他‘车生’吧。 ’”

活动现场， 中国妇基会秘书长
助理李彩云向记者讲述了 15 年前
发生在健康快车上的事。 这样的故
事和场景，她已司空见惯。 随着“快
车”跑的路越来越长、受益者越来越
多，她对很多细节依然记忆犹新，但
也有很多已散落在模糊的记忆中。

“我们的第一辆母亲健康快车
已经工作了 15 年，因为车辆使用年
限的限制， 已经锈迹斑驳退出了服
务序列。但是，医院依然为它喷了油
漆，院长说他们舍不得让它退休，因
为这第一辆车妇产科才慢慢建起
来。 ”李彩云向记者介绍道。

从 2003 年正式启动， 到 2018
年，中国妇基会“母亲健康快车”项
目已经开展了 15 年。 从第一辆车、
第一辆车载医疗设备， 到目前衍生
出的多类型妇幼健康服务， 项目突
破了重重困难， 一步一步践行着通
过公益的力量造福当地妇女儿童的
初心。

为何需要这样一辆“快车”？

“为了弥补广大偏远地区妇女
由于机会不均等造成的资源短缺，
促进资源配置的均衡性、合理性，促
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母亲健康快
车’项目应运而生。 ”李彩云回顾了
项目启动的背景和初衷。

15 年前，为了配合《中国妇女
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
落实， 降低我国的孕产妇及新生儿
的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中国
妇基会决定重点针对西部的青海、
新疆、西藏、内蒙、甘肃、宁夏、四川
等 12 个省份来推动妇女儿童的健
康保障工作。

经调研， 中国妇基会认为交通
工具是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于是，
2003 年 7 月 25 日，在全国妇联、国
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指导
下，“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正式启动。

如何运作这辆公益快车？

谈及项目的运行模式， 李彩云
首先向记者描述了“快车”的车辆设

计，该车辆属于定制型，根据地形、
气候等条件不同， 对车辆实行多样
化设计，分为转运型救护车、准监护
型救护车、监护型救护车、越野型救
护车等不同类型。 平坦道路上的裸
车一般公益定价为 12 余万每辆，根
据资金募捐的情况， 会对其进行医
疗设备的配备， 如超声、 妇科急救
包、心电图仪等。而针对一些高原地
区， 像青海、 西藏等地势较差的地
区，就需要配性能较高的车，公益定
价在 20 万至 30 万元不等。

项目的实施主要依托妇联系
统、医疗系统来传播孕期保健知识，
通过基层妇联发手册宣传， 妇幼保
健院接到孕产妇的电话后， 派司机
和妇科医生去患者家中免费将孕产
妇接往医院分娩。 据李彩云介绍，
“快车” 项目得到了各方力量的支
持，比如政府、妇联、医院、专家、企
业、 志愿者来协同作战……方方面
面的加入，让项目焕发生机。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有一套严
谨的项目管理方法，由妇联系统进行
监管、分配和监督，妇幼保健医院作
为直接的执行方，负责对车辆进行维
护和保养，专人做记录和方案，分派
司机和一名妇产科医生进行出诊。

李彩云认为，“快车” 项目若想
具备生命力，兼具可持续性，除了要
与社会长期的需求相适应， 让妇女
儿童群体受益外， 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项目要有完善的监管体系。

“每季度，医院要统计并上报孕
产妇人次、义诊人次、健康普查人次
等数据；每年年底，各省妇联根据监
管情况整理执行报告及数据信息，
进行网站年报数据公示；期间，我们
要进行不定期现场督导，每 5 年，中
国妇基会会邀请第三方评估团队对
项目进行专业评估， 不断完善改进
项目运作。 同时，远程 GPS 数据信
息化管理可以随时监测车辆运行情
况。 ”李彩云介绍道。

她还告诉记者， 针对车辆的分
配他们有几个原则：

第一，属于西部 12 省份，争取
每县一车， 根据步骤由国贫县到省
贫县再到普通贫困县；

第二，中部和中部的少数民族，
例如一些革命老区和山区；

第三，不断更换，有些地区的车
由于年代已久，已经需要更换，例如
新疆、宁夏等地已属于二次覆盖。

李彩云认为，“快车” 之所以能
够多年来持续、 有效地服务于有需
要的妇女儿童， 离不开庞大的专家
队伍，“只要门诊可以离开， 基本随
叫随到。 他们不但参与到项目的研
讨、方案的把控、科教的录制、基层
的探访， 而且还为基层医生进行面
对面培训，近几年，又开通了网上的
微课堂。 ”

有目共睹的社会效益

“母亲健康快车”所带来的变
化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在西部边
远地区、交通不便利的牧区，当地

人对快车的认可度非
常高， 也非常有感情，
他们会叫妈妈车、牧民
的 爱 心 医 疗 车 等 称
呼。 ”李彩云笑言。

这样的信任来之不
易， 就像妇幼健康知识
的普及一样困难。当“母
亲健康快车” 第一次开
进内蒙古牧区贡格尔嘎
查的时候， 当地妇女们
对“脱衣服检查”这事充

满了恐惧。 经过项目方
和基层干部的努力劝说
和解释， 才使得她们开
始勉强一试。“被迫”很
快变为“积极主动”，每
次健康快车来巡诊，妇
女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聚
集起来排队看医生。

有推动者、坚持者，
才能看到一点一滴的变
化。梳理 15 年来项目覆
盖地的变化， 李彩云认
为所产生的社会价值正
在凸显：

第一个方面， 对于
受益地区妇女儿童来
说， 通过“母亲健康快
车”项目的实施，提高了
农村妇女的自我保健意
识， 促进了妇女病普查
工作的开展， 提高了孕
产妇、 儿童保健工作的
效率， 降低了部分患者
的就医成本。

第二个方面， 对于
项目执行医疗机构来
说，“母亲健康快车”项
目为其带来的不仅是开
展业务的便利， 并且通
过项目实施提升了医务
人员的业务技能。 更重
要的增强了公信力，密
切了医患关系。

第三个方面， 对妇
联和卫生部门来说，通
过“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实施锻炼了一批服务妇
女儿童的基层干部，提
升了服务意识， 增强了
专业服务能力。

第四个方面，对受益地区来说，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不仅有利于提
高当地的医疗卫生水平， 而且通过
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 维护妇女权
益的落实，促进了家庭和睦、社会和
谐，为实施地区实现“两纲”的要求，
增进社会安定团结发挥了重要作
用。当地妇女很喜欢母亲健康快车，

尤其是亲切称之为妈妈车。

下一个五年规划

“维护一个品牌项目的常青不
衰，就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妇女的需
求不断创新。 ”李彩云强调说，今年正
值“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实施 15周年，
我们正在讨论制定未来五年（2018-

2022）项目发展战略规划。 通过创新
“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目运作模式，
完善项目管理，丰富项目内容，发挥
资源聚合效应，为更多的妇女和母亲
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健康服务。

李彩云表示，在接下来的五年计
划中，中国妇基会将着重开展心理健
康、精准扶贫、两癌筛查及救助、车辆
升级等方面工作，让“母亲健康快车”

行驶得更远更平稳。“例如，我们正在
开发了一款专门针对两癌（宫颈癌、
乳腺癌）筛查的车，每辆近 60万元，计
划于今年在新疆投放 1辆。 ”她说，具
体项目发展战略规划将待第三方评
估报告完成后对外公布。

来自中国妇基会的官方统计显
示，经过近十五年的努力，妇基会凭
借项目投放的持续增长、 管理的规
范透明、组织的科学严密、运作的创
新务实，使“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的
实施规模和受益人群不断扩大。 截
至 2017 年底已向全国 30 个省（自
治区、 直辖市） 投放母亲健康快车
2624 辆， 受益人数超过 6600 万人
次。同时配合开展“贫困母亲两癌救
助” 项目自 2011 年至 2017 年 5 月
底共发放救助款 9.96 亿元，救助贫
困“两癌”妇女 9.96 万人。

“15 年来，第一辆‘快车’走了
612987 公里，可绕地球 15 圈。 见证
了 8654 名宝宝的诞生， 为 8654 个
偏远家庭带来希望。 救助了 52143
名妈妈， 守护在深山村寨每一名女
性身边。 还将有更多的母亲健康快
车，奔跑在高原、山地、丘陵、沙漠。
为了贫困地区的妈妈， 将开启下一
个 15 年。 ”李彩云感慨道。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
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
6 月 11 日上午， 小寺村综

合服务中心门前热闹非凡，广
播中播放着的《青藏高原》荡漾
在整个小广场上。 土族妇女们
盛装而出， 穿着节日服装早早
地赶到现场。 年长的阿爹阿妈
们或牵着孙辈，或结伴而行，也

都赶来现
场， 排队
等候工作
人员帮他
们免费测
量血压和
血糖。

这是
青海省海
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
县威远镇
小寺村村
委 会 广
场， 是中

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和农信”）“慢病管
理”倡议活动的现场，也是今年

“母亲健康快车·爱心巡诊周”
公益活动的重要一站。

在此之前的 6 月 9 日，同样
是在青海， 刚刚举行了由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女医师
协会、青海省妇联、青海省卫生
计生委共同主办， 中和农信协
办的“母亲健康快车·爱心巡诊
周”活动启动仪式，该仪式也宣
告着中和农信“她计划”健康主
题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来
自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青海
省妇联以及中和农信的相关领
导与医学专家共同出席了启动
仪式。

作为本次活动的唯一的企
业参与方， 中和农信格外引人
注目， 其副总裁苏配柚在活动
现场致辞。苏配柚表示，作为农
村出身的自己曾经历和感受到
三种最心酸的事情。 一是农村
的孩子上不起学， 甚至无学可
上；二是贫困农户想发展生产，
但无启动资金； 三是当一个贫
困的农户遭遇疾病， 却因为各
种条件限制，而得不到及时救
治。 苏配柚指出，这些令人心
酸的事情时至今日仍在发生
着。 同时他也谈道，目前众多
的非政府组织、公益慈善机构
等也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
题。 例如，以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为代表的希望工程有
力推动了农村偏远地区孩子

“上学难”问题的解决；中国扶
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项目（即
中和农信的前身） 致力于解决
农户“用钱难”的问题；而有 15
年历史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对于改

善偏远地区的“看病难”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商业的导向：
解决了某些公益问题

中和农信由原中国扶贫基
金会小额信贷项目部改制而来，
是一家专注农村市场的小微金
融机构，其主要宗旨是为那些不
能充分享受传统金融机构服务
的农村中低收入群体，量身定制
小微信贷、保险、理财、电商等多
方位服务。 目前，除了中国扶贫
基金会以外，蚂蚁金服、国际金
融公司（IFC）、红杉资本以及天
天向上等机构在该公司中均占
有重要股份。 据了解，目前中和
农信正在努力向市场化和商业
化方向转型。

商业领域一般强调如何确
保商业回报， 对中和农信来说，
如何降低风险，确保贷款人的还
款能力是确保其商业回报的重
要前提。 据了解，除了放款前运
用机构内部的一套风险审核机
制预估项目风险，中和农信最主
要的还是依靠当地的信贷员来
确保贷款农户具有还款能力。

一名信贷员可以做什么？
了解客户情况、办理贷款、收回
贷款。 由于农村中低收入群体
的特殊性， 中和农信为了确保
农户具有还款能力， 常常还需
要信贷员给农户提供生产建
议、 连接资源给农户提供生产
技术、 帮助农户联系医院治疗
疾病、 调节婚姻关系以降低农
村妇女离婚率、 帮助失业农户
介绍工作……在此， 商业化导
向的过程却带来了部分农户的
脱贫致富， 帮助解决了一些扶
贫减贫问题。

当谈及为何这些农户不通
过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寻求资
金帮助时，中和农信青海省互助
分支负责人马
长延介绍，中和
农信的目标群
体一般是农村
的无抵押的中
低收入群体，其
中农村妇女占
比 高 达 72.7%
（数据统计截止
到 2018 年 5 月
31 号），这些群
体一般较难通
过银行等传统
正规融资渠道
快速获得资金
支持，无法改变
贫困的现实。中
和农信的小额
信贷业务是对
银行模式的一
种补充，放款迅
速， 且 100%无

抵押，不仅帮助农户解决了用钱
的燃眉之急， 帮助其发展生产，
真正实现脱贫致富，而且也改变
了当地传统金融机构对农户贷
款的态度。

公益的活动：
间接收获商业回报

6 月 9 日，由中和农信协办
的“母亲健康快车·爱心巡诊
周” 公益活动在青海举行活动
启动仪式。 同时，该仪式也宣告
着中和农信“她计划”健康主题
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在“她计划”健康季中，中
和农信面向其项目所覆盖的
300 多个县域的所有农户提出

“慢病管理倡议”， 号召农户养
成定时测量血压和血糖的习
惯， 并为其在青海互助的分支
机构配送了血压和血糖仪，使
农户可以不用去医院， 只要到
其分支机构办公室即可免费测
量血压和血糖。

6 月 11 日在小寺村村委
会广场举办的中和农信“慢病
管理”倡议活动也是此次“她
计划”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场
活动开始后不久，家住互助五
十镇拉日村的董才什姐前来
免费体验血压和血糖检测。 据
介绍，董才什姐一家是国家精
准扶贫贫困户，她家在几年前
由于其丈夫脑梗塞花光了家
中所有积蓄并留下了一大笔
债务而陷入贫困。 面对一家老
弱病幼，年过四十的董才什姐
默默地撑起重担，在中和农信
贷款 4 万元并得到相应技术
指导后开始自己种植药材，一
家人的生活也由此逐渐地走
出困境。 在“慢病管理”倡议活
动现场，董才什姐谈道，如果
早日知道慢病管理，自己丈夫
也许就不会得脑梗塞。 自己和

周围的人总拿小病不当病，其
实“身体早晚是要来讨债的！ ”

“以后中和农信不只是来借
款，还可以常来帮我们测血糖
量血压。 ”

在活动现场， 除了免费检
测血糖、 血压的地方等满了想
要体验的人们， 不远处的中和
农信小额信贷临时咨询点，也
陆陆续续围满了前来参加活动
的乡亲。

商业与公益：
单选题还是多选题

谈及小额信贷行业的商业
性与公益性， 中和农信相关负
责人表示：“我们国内的小额信
贷都是从国际上传入的， 借鉴
的是孟加拉的尤努斯（孟加拉
乡村银行创始人）的一套理论。
从国际惯例来讲， 小额信贷天
然就 有 财 务 绩 效 和 社 会 绩
效———双重标准。 ”

她谈道：“其实在国际上，
小额信贷指的都是公益性的小
额信贷， 服务的都是这些贫困
的中低收入的农户。 针对这些
中低收入的农户，你（小额信贷
机构）要是为了你的运转正常，
你就需要帮助他们提升致富的
能力。 提升致富的能力是综合
方面的，比如说大病返贫，那我
们就要关注他们的健康。 此外，
还有金融服务全方位的一些事
情， 比如技术培训， 比如种蘑
菇， 我们都会在农户有需要的
时候，或者我们自己给他们说，
或者我们请相关的农技所、农
机站或者是税务局的人来给他
们讲一讲。 其实都是为了让他
们顺畅地发展， 也是让我们的
资金顺利地回流。 小额信贷的
模式设计里边就是有天生地要
注意提升农户的综合实力这样
的设置。 ”

纯商业还是纯公益？
小额信贷注定两者难解难分

守护深山村寨女性 15年的“救命车”

而 15 年来，另一
个趋势也在这一项目

上渐显端倪———在为贫困农
业人口送去健康服务的同时，也针对这

些人群开展助力其生产的商业性服务。
一边是公益，免费，解决当地百姓因贫困无

钱看病的难处；一边是商业，虽然有偿，但进一步打破当地
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公益的意味仍然浓郁。

当一辆快车带着公益与商业的两面属性驶入贫困之所在，接受服务的人群如何看
待这样的项目？ 什么样的商业服务可为贫困人群所接收？ 公益与商业如何在同一项目
中更好地磨合？ 以“母亲健康快车”此次活动为例，《公益时报》记者分别站在天平的两
端，观察这一健康扶贫项目的两副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