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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 e康工程助力健康扶贫成果初现
52名优秀乡村医生进京培训

“18 年来，我骑坏了 15 辆摩
托车， 跑遍了 28 个村的沟沟壑
壑，这么多年走过来，说不苦不
难是假的……但一想到乡亲们
没钱看病、有病无人看、看病行
百里，我就狠不下心，撂不下这
个担子”。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上
午，村医贺星龙代表台下全国各
地的优秀乡村医生说出自己的
心里话。

当天，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主办、中恒集团支持的“乡村 e
康工程-中恒乡村医生培训” 项目
阶段总结会暨优秀乡村医生北京
大学研修班开学仪式在北京人卫
酒店举行，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会长李
金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王贺胜，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理事长郝林娜， 中恒集团党委书
记、 总裁欧阳静波， 以及来自广
西、山西、陕西、甘肃、新疆、青海
等地的卫计委领导、院长、专家、乡
村医生代表 100余人出席了仪式。

贺星龙所在的山西临汾大宁
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自然条件恶
劣，留守老人较多。 乡亲有病，他
24 小时随叫随到， 付不起药费，
费用他能免则免。 乡亲们说他

“比亲儿子还亲”。 虽身在山村，
但贺星龙的知名度远至黄河对
岸的陕西省延长县，方圆几十公
里的人家都存着他的手机号码。
18 年来， 在足以绕地球 10 圈的
行医路上，这名普通的“80 后”用
他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乡村

医生的奉献精神。
总结会当天， 共有 52 名像

贺星龙一样平凡却又在乡村发
挥不可替代作用的优秀乡村医
生来到现场，他们经中恒乡村医
生培训项目挖掘，获得了不可多
得的进京培训机会。

为落实国家健康扶贫工作
的部署， 响应国家卫健委的号
召，2017 年 12 月，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携手广西梧州中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启动“中恒乡
村医生培训项目”， 旨在利用现
代化的互联互通、远程医疗等手
段，培训提高贫困地区乡村医生
的服务能力， 夯实医疗卫生网
底，提升基层疾病预防和公共卫

生工作水平，助力健康扶贫攻坚
和健康中国建设。

据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
事长郝林娜介绍， 截至 2018 年
底 9 月， 该项目已在广西 16 个
区县、山西临县和大宁、陕西子
洲、甘肃永靖、新疆皮山、青海玉
树等地先后举办 22 场活动，行
程近 2 万公里，培训乡村医生近
4000 人，接受健康科普知识讲座
和义诊服务的各族群众达到 3.5
万人，通过远程会诊诊断疑难病
例 60，随诊走访、慰问贫困家庭
30 户， 发放乡村医生技术手册
5000 册， 科普宣传资料 5 万份，
在山西吕梁、陕西榆林、新疆和
田、甘肃宁夏、青海玉树等地同

时开展免费体检和疾病筛查活
动，共体检群众 3000 余人，赠送
药品价值 100 万元。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
对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取得的成
绩给予了肯定，并希望项目为下
一阶段深入开展做好准备，将健
康扶贫坚持到底。

本次进京研修活动由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医
学部等多家三甲医院联合举办，
这也是为乡村医生们提供的一
次免费培训、 深造进修的学习
“大餐”。 通过系统学习，乡村医
生能够掌握更多医疗知识和技
能， 更好地为村民提供医疗服
务。 据悉，本次乡村医生代表进

京研修时间为二周，学员均来自
贫困地区。

十一届政协副主席、中国人
口福利基金会会长李金华对进
京参加研修的乡村医生提出殷
切希望， 希望他们能够抓住这次
难得的培训机会， 圆满完成预期
的学习任务， 回去后能在工作实
践中总结、运用，为更多百姓提供
医疗帮助。同时，李金华为项目提
出了发展目标， 希望中恒集团将
项目打造出健康扶贫的新模式，
在原有好的经验基础上， 推陈出
新，深入挖掘，在重时效的同时，
充分利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这
个平台做出品牌， 使项目发展能
够在全国进行推广， 为农村基层
医疗队伍打造出更多核心力量。

中恒集团党委书记、总裁欧
阳静波表示，中恒集团将会全力
支持该项目建设，让该项目能够
一直走下去，将继续走进包括三
区三州等国家深度连片贫困地
区，让更多的乡村医生在健康扶
贫的国家行动计划中得到提升，
享受到丰盛的培训机会，提升乡
村医生为民服务的理念，探索出
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

郝林娜表示，下一步，中恒
乡村医生培训项目将立足以下
几点继续开展，一是让乡村医生
真正掌握示意技术，二是让村民
每季度能见到三甲医院专家，三
是在乡村建立中医专区，四是开
展深度贫困地区医疗服务的覆
盖和升级。 （高文兴）

2018 年 11 月 23 日，一场特
殊的公益展在北京三里屯 3·3
大厦户外拉开帷幕。 挂满灯饰的
集装箱满是彩色创意喷绘，巨大
的“LINK”字样在本就人流量巨
大的户外广场格外吸睛，青春活
泼的整体风格吸引力无数年轻
人为此驻足。

而这场公益展的发起人身
份特殊，他们是一群来自天南海
北的粉丝，因偶像热爱公益而共
同为之努力，希望跟随“爱豆”为
这一群“星星的孩子”点燃孤独
世界里的点点光亮。

马天宇作为正能量偶像不

仅热爱摄影，多年来也一直默默
坚持做公益。 出于对偶像的关注
与热爱，马天宇的粉丝“羽毛”们
也积极跟随偶像的公益脚步，将
目光聚焦到需要被关注的人群。
自闭症患者像星星一样孤独，因
此被称为“星星的孩子”。 但不少

“星星的孩子”都是隐形的天才，
他们独一无二的艺术创造力不
仅值得被关注，也让他们更加值
得有尊严的活着。 羽毛们希望通
过本次公益展，向大众展现这一
群体的才华，通过艺术的形式体
现出自闭症群体的生存价值。

燕儿是本次马天宇“Link”公

益展的能量发起人之一，记者了
解到，早前他们已经成功举办了
马天宇“Link”公益展上海站，在
粉思平台的助力下，马天宇全球
后援会将以“Link”为主题的公益
展完美呈现在 2018 上海艺术金
融国际峰会上。

来自马天宇粉丝“羽毛”们
的人像摄影作品以及“天真者的
绘画”工作室星光益彩公益课堂
部分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共
30 幅，引起峰会现场诸多艺术与
金融界人士关注。

这场关于爱与温暖的公益
展，旨在通过艺术的呈现方式向
大众展现自闭症群体的独特才
华，希望更多人能了解他们的价
值所在，让“星星的孩子”更有尊
严地生活。 燕儿告诉记者，此次
北京站则是马天宇“Link”公益展
的第二站，为期 2 天，之所以选
择在三里屯这样人流量密集的
地方，则是希望凝聚偶像正能量
引导下的粉丝力量，呼吁更多的
人们关注到自闭症患者。

小丫作为一名资深粉丝，在网
络上得知了本次公益展后火速订
了车票从外地坐了 6 个小时火车
赶来， 只为感受一波现场的氛围，

她兴奋地告诉我们：“这样意义重
大的线下活动无论多忙都值得参
与，希望贡献属于我们这些无名小
粉丝的微薄力量为马老师加油。 ”

记者向本次公益展的主办
方粉丝平台负责人了解到，本次
活动采取较为新颖的 1 元购票
形式，最低仅需支付 1 元钱即可
观展，他们会将所有收益全部捐
赠给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星光
益彩自闭症艺术疗育中心。 凝聚
万千爱心力量， 帮扶自闭症人
士，该活动在粉丝圈层获得了广

泛关注以及好评，希望开启粉丝
能量应援的全新模式。

据《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
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目前中
国自闭症患者已超 1000 万，0 到
14 岁的儿童患病者可能就超过
200 万。 虽然自闭症已经被社会
熟知，但是目前医疗界还没有完
全治愈自闭症的有效医疗手段，
加上自闭症儿童数量庞大，真正
能接受正规机构进行康复治疗
的自闭症儿童依然是少数。 他们
仍然需要被关注。 （韩笑）

呼吁关注自闭症患儿
马天宇“Link”公益展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