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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桂入晋

中恒乡村医生培训深入吕梁贫困山区
2018 年 7 月 19 日， 山西省

吕梁市临县人民医院的广场上
烈日当空，当地十里八村的老百
姓却在这里排起了长龙———在
这吕梁山区深处，一场免费义诊
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来自北
京、太原及当地的医生采用最先
进的诊疗手段为这片贫困土地
上的人们排解疾苦。

与此同时，来自周边百余个
村镇的 171 名乡村医生也聚集
于此，接受为期三天的中西医培
训———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乡
村 e 康工程———中恒乡村医生
培训” 项目临县站活动拉开序
幕， 这是该项目完成广西 16 个
站的培训后，来到山西、走进我
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第一站。

心系老区人民的健康扶贫

“山西脱贫看吕梁，吕梁脱贫
看临县”， 身处全国 14 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之一的临县， 是山西
省深度贫困县， 也是全省的第二
人口大县，贫困人口最多，65.4 万
人口中超三分之一为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扶贫任务十分艰巨。

临县是革命老区，拥有不少
革命历史景点，加之本身农业资
源丰富、特色产品荟萃，有“中国
红枣之乡”之美誉，本应在扶贫
攻坚战中有众多抓手可依。 但由
于位于吕梁山区深处，交通运输
的不便使得临县的资源优势难

以得到发挥。
在此之前的 1 个月，临县白

文东火车站的正式通车宣告了
当地无客运铁路历史的结束，这
无疑为当地经济发展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 眼下，大量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尤其身患慢性病和大
病的居民脱贫问题则成了当地
扶贫攻坚战中亟待攻克的难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
卫生司专员聂春雷指出，乡村医
生是人民群众的健康守门人，不
可替代不可或缺。 但乡村医生服
务群众的能力仍有待提高，医术
距离群众对健康的需求还有差
距，提升乡村医生服务能力与水
平，是下步基层卫生工作和健康
扶贫的重点工作。

在这一背景下，“中恒乡村
医生培训”在临县的展开显得尤
为重要和及时。 据了解，该项目
自 2017 年 5 月在广西拉开帷幕
后，共计开展了 16 个站的培训，
参训乡村医生逾 3000 人， 深受
好评的同时，也积累了相当丰富
的项目经验。

“中恒乡村医生培训项目既
有高度，又接地气，具有较强理
论性、实践性、适宜技术性。 ”中
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郝林
娜在开班仪式上表示，“开展这
个项目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乡村
医生能力建设，增强为老百姓的
服务能力，把优秀的乡村医生留
在乡村。 ”

提高村医水准 让百姓切
实受益

7 月 19 日下午，郝林娜和临
县中医院专家专程来到临县临
泉镇东峁村一户重症贫困家庭
上门诊疗和探望。 丈夫车祸、妻
子患病，这让原本贫困的一家雪
上加霜。 在深入了解情况后，郝
林娜代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向该贫困户转交了慰问金，鼓励
他们勇敢走出家庭困境。

而在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
老百姓中就不乏有许多类似的
贫困人群。 见此情景，远道而来
的专家在为就诊者免费诊查与
治疗外，更耐心聆听他们生活上
的不易，为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孩子病情严重，很多时候
是家长处理不当造成的，这次矫
正完， 你们回去一定要多鼓励
他。 ”刚为一名男童完成矫正脊
柱的朱钰，正在劝导男童母亲的
教育方式。 擅长小儿推拿的朱钰
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
门诊部，数次参与中恒乡村医生
培训项目的她总能迎来络绎不
绝的就诊者。

另一头， 远程诊疗服务车
内，现场医生正连线北京专家为
就诊者进行会诊，车内车外人头
攒动。 而在此次临县站义诊现
场，项目还首次带来了中医经络
检测仪、智能整脊脉冲枪、深层

肌肉刺激仪等多种现代化理疗
设备，为病患提供便捷的康复保
健服务。

郝林娜表示，探访和义诊能
让当地群众得到一时帮助，但
“只有让乡村医生技能提升，才
是对百姓健康最大的保障”。

在吕梁山区， 因为待遇所
限，技能较好的乡村医生大多不
愿留在村镇，这让当地居民寻医
问诊成了一大难题。

而在三天的培训中， 来自北
京、 太原的专家教授， 就心脑血
管、高血压、小儿病、老年病等多
种急慢性病的诊断和疗法，对
170 余名乡村医生进行了实用技
能培训，并进行面对面答疑解惑。

据了解，临县站培训的参训

者数量超出了预定的名额，难得
有培训机会的当地乡村医生在
这三天中受益匪浅。 此外，培训
班也为当地村医建立起长期的
交流平台，使得他们日后能够互
相交流经验心得，更好地服务于
身边的居民。

而以临县为起点，中恒乡村
医生培训项目将继续深入三州
三区及深度贫困地区。 中恒集团
梧州制药总裁助理詹百灵表示，
该项目将持续“送教入乡”，“使
各地的乡村医生能学到更多实
用的适宜诊疗技术，让更多的农
村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
质的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解决
看病难、 看病贵、 看病远的问
题。 ” （高文兴）

2018 年 8 月 4 日 ，Honda
在华 16家企业的约 260名员工
代表齐聚内蒙古兴和县，参加以

“绿色未来，你我共创”为主题的
Honda 在华关联企业联合植树
活动。 今年是 Honda 在华关联
企业联合植树项目第三期的第
一年， 第三期植树活动将在
2018 年至 2022 年间展开，继续
为创造绿色未来做出贡献。

Honda 在华关联企业联合
植树活动是一项长期公益环保
项目。 自 2008 年起，以“绿色未
来，你我共创”为主题的植树活
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开
展， 旨在通过植树造林遏制土
地荒漠化，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经过十年的持续努力，Honda
累计投入 3000 万元资金，共栽
种 150 万余株苗木， 总绿化面
积达到 14500 亩。

在树种选择及种植方法等
方面，Honda进行了周密的考察
与研究，力邀林业专家针对兴和
县半干旱气候以及沙质土壤多
的特点，研究和积累了丰富的荒
漠地区种植技术，最终使苗木在
栽种当年存活率平均高达 95%，
三年后的平均存活率也高达

93%，均高于国家造林标准的要
求，当年荒漠贫瘠的土地如今已
被片片绿洲覆盖。

除提供植树资金，Honda在
华企业员工还亲身参与植树造林
活动，在过去的第一期、第二期植
树项目中，2000多名Honda在华
企业员工代表参与植树， 为创造
绿色未来挥洒汗水。

2018 年是 Honda 在华企
业联合植树项目的第 11 年，根
据与内蒙古兴和县人民政府签
署的新的项目合同，Honda 将
在 2018 到 2022 年的五年时间
内， 投入约 2000 万元人民币，
在兴和县高铁以北、 集张铁路
以南的 7000 亩荒地上植树造

林。 Honda 将本着改善当地生
态环境的初衷持之以恒挑战困
难， 继续与兴和县共同创造在
未来让人称道、 并让当地居民
感到喜悦的植树造林工程。

Honda 中国本部长水野泰
秀表示，“十年树木， 百年树
人”，Honda 通过植树活动，实
现了“十年树木”，兴和县也由
荒漠变绿洲。 此外，Honda 也希
望通过节能竞技大赛和 Honda
Dream Fund，实现“百年树人”
的期望， 帮助中国的年轻人成
长，回馈中国社会。未来，Honda
将继续开展各项公益活动，努
力成为“中国社会期待存在的
企业”。 （徐辉）

2018 年 8 月 3 日上午，由中
华环保联合会、北京市东城区文
化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华环保联
合会生态文明传播中心，东城区
第一、第二文化馆，北京市东城
区环保戏剧俱乐部联合承办的
中国环境与健康宣传周品牌活
动“第九届环保戏剧公益演出活
动”新闻发布会暨风尚戏剧创客
沙龙开幕，在北京市东城区第一
文化馆隆重举行。 中华环保联合
会秘书长张永红，中国文联国内
联络部副巡视员林立，中国戏剧
家协会原秘书长、党组成员刘卫
红等出席发布会。

本届活动以“传播生态文
明，繁荣戏剧东城”为主题，将牢
牢把握十九大会议精神，围绕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以“十三五”规划中长期
发展目标为重点，以推进“健康
中国”、“美丽中国”建设为主线，
进一步增强全民的生态环保意
识。 同时，活动积极贯彻落实东
城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
范区规划，营造该区良好的戏剧
艺术氛围，传递“大中华”“大环
境”“大联合” 的生态文明理念。
用儿童剧演出寓教于乐的形式，
九年来坚持不懈引导中国青少
年培养环保意识。

环保戏剧公益演出活动创
始人、总导演李咨墨说：“作为一
名艺术工作者，关于环保这个世
界性的课题， 我有两个愿望，一
是希望环保插上艺术的翅膀后
能飞的更高，飞的更远。 二是希
望全社会共同努力，用艺术的思
维方式和艺术的表达形式去关
注并引导中国的青少年从小培
养环保节约的意识，提高他们综
合的人文和科技素质。 ”

环保戏剧展演公益演出活动
始终以“让环保插上艺术的翅膀
去翱翔”为口号，以公益赠票、惠
民服务、精品展示为原则，通过戏
剧的形式，宣传环保理念、传递环
保意识， 鼓励大众积极参与到环
境保护和全民健康的公益事业当
中，九年来，上演了《桃花源》《圣
诞夜我想有个家》《魔幻森林》《心
灵环保大闯关》《爱的小屋》 等多
部经典环保儿童剧。

据李咨墨介绍 ，《爱的小
屋》、《孙大圣的梦》 两部原创儿
童环保剧经过了全剧组演职人
员近两个月的彩排， 将分别于8
月 7 日~10 日和 14 日~16 日在
交道口东大街 111 号风尚剧场，
每天 14：30 和 19：30 上演。 所有
门票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向社会免费发放。 （张慧婧）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门诊部小儿推拿科主任朱钰（右一）在
对患童做心理疏导

创造绿色未来
Honda内蒙古植树十年

第九届环保戏剧公益演出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