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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次仁与“母亲健康快车”的不解之缘
■ 本报记者 李庆

从医是冥冥中的注定

1988 年，西藏农牧区达孜县
唐嘎乡唐嘎村首次面向村民免
费招收 3 名妇幼方向的学员，学
成后可留在村里当村医，服务于
该村的妇女和儿童的健康。 拉巴
次仁是前来面试的学员之一，因
表现突出很快通过了面试。

由于对医学充满了兴趣，
加上自身的刻苦努力， 拉巴次
仁顺利通过了课程学习， 并在
结业后选择了留在唐嘎村做一
名村医， 两年后加入达孜县唐
嘎乡卫生院， 正式成为了一名
妇幼工作者。

西藏达孜县地势南北高、中间
低，北部和南部分别是东西横贯的
恰拉山、郭嘎拉日山，中间为拉萨
河谷地，全县平均海拔为 4100米，
河谷最低海拔为 3730米。

“这里的牧民分散居住在方
圆数百里，山路蜿蜒崎岖。 牧民
有个小痛小病都不会来找他，最
难的就是妇女生孩子，由于山高
路远，遇到刮风下雪天根本出不
来。 要是遇到难产，只得用马车
或手扶拖拉机送去医院。 ”拉巴
次仁说。

犹如冥冥注定一般，拉巴次
仁成了唐嘎乡妇女、儿童健康的
守护者。

如今的拉巴次仁，43 岁，在
妇幼战线已经工作了 29 年。 他
接生的第一个孩子都已经毕业
参加工作，并和拉巴次仁保持着
联系。

在唐嘎乡镇，没有人不认识
拉巴次仁，在他出诊时，时常有
父母拉着孩子的手告诉他们：

“这就是给你接生的医生， 没有
拉巴次仁就不会有你，要永远记
住他！ ”

这是让拉巴次仁一直坚守
妇幼工作者岗位的动力。

其实， 从事妇幼工作近 30
年，拉巴次仁的工资很少，有时
候甚至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

但是，当一个个生命诞生于
他的手中， 进而看着他们成长、
上学、工作、成家，犹如自己的孩
子一般。 拉巴次仁说，这比教师
可以桃李满天下还让他感到自

豪和有成就感。

结缘“母亲健康快车”

在拉巴次仁工作的卫生院
仅有的一辆车辆报废后，他就不
得不骑马， 或徒步去海拔 4000
多米的山区探访病人，这样的方
式既耗时又累人，大大影响了妇
幼保健工作的开展.

有一次，拉巴次仁参加由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资助、西藏自
治区母子保健协会举办的乡村
医生培训会，无意间发现院子里
停放着一辆“母亲健康快车”。 这
辆白色的医疗车引起了他极大
的兴趣。

“如果卫生所能够拥有一辆
这样的车，那么藏区的妈妈和孩
子们就不会再因为没能得到及
时救治而失去生命，这样可以减
少多少家庭的悲剧？ ”想到这，拉
巴次仁再也坐不住了。

为此，他前后三次前往西藏
母子健康协会， 去打听这辆车，
并鼓足勇气向母子保健协会提
出想借用这辆车的想法。

终于，拉巴次仁的真诚和想
法感动了母子保健协会，同意将
车辆借给卫生所。

凌晨 4 点， 门外风雨交加，
拉巴次仁正进入酣睡阶段，手机
突然响了，电话是即将临产的产
妇平措卓嘎打来的。

平措卓嘎是第三胎待产的
产妇，两天前，拉巴次仁下乡义
诊时， 就通知她去医院待产，不
曾想到，在决定去医院的前一天
晚上，肚子就开始痛了起来。

接到电话后，拉巴次仁开着刚
借来的“母亲健康快车”出发了。

看着车窗外风雨交加，让车
内的拉巴次仁顿生欣慰，因为如
果没有借来母亲健康快车，在这
样恶劣的天气骑马或徒步很可
能会耽误产妇最佳的诊疗时间。

快车及时赶到后，拉巴次仁
将平措卓嘎抬上了母亲健康快
车，然而，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产
妇的羊水破了。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车子
行驶到半路时，产妇已经开始规
律宫缩。 ”于是，拉巴次仁停下
车，当即决定在健康快车上进行

接生。
就这样，在借来的健康快车

上，平措卓嘎平安诞下了一名男
婴，并取名“丹增印卓”。

平措卓嘎是幸运的，正如她
的名字（含义为幸福圆满的度
母）， 这份幸运和平安源于这辆
“母亲健康快车”。

愿望成真

母亲健康快车给妇女和儿
童带来的便捷是毋庸置疑的，因
此，拉巴次仁最大的愿望就是希
望卫生所能够拥有一辆自己的
母亲健康快车，比借来的健康快
车能更高点、更大点，方便在车
上就医。

这一愿望终于在 2017 年底
得以实现。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蚂
蚁金服公益平台为拉巴次仁所
在的农牧区达孜县唐嘎乡卫生
院发起筹款，很短时间内便筹满
所需款项，2017 年 12 月车辆正
式投入使用。

在愿望得以成真后，2018 年
拉巴次仁顺利接生了三对双胞胎。

“之后会更加努力将双死亡
率降到最低。 此外，入户做每一
个产前检查，临产时百分百将产
妇送至县医院。 ”

在拥有了两辆“母亲健康快
车” 后，2017 年送至县医院的孕
产妇达 78 例， 百分百在县医院
进行了分娩。 2018 年送至县医院
的孕产妇达到 70 例。

每个月三次下村打疫苗，每
个季度下村卫生室、村委会进行
健康教育宣传。“这些都是托了
母亲健康快车的福， 这么好的
车，如果不好好用起来，再让产
妇和孩子出事的话就太对不起
这两辆车了。 ”拉巴次仁说。

在我国，像拉巴次仁医生一
样做梦都期盼能有一辆救护车
的医生还有很多。 很多县，丘陵
遍布，交通条件差，村民居住地
分散，往返距离县城较远的村落
可能需要两天的时间，导致当地
母婴得不到及时救助。

母亲健康快车对藏区的妇
女儿童来说成了他们的“保护
伞”， 它让婴幼儿的疫苗接种率
提高， 传染病的发病率降低，孕
产妇及新生儿的死亡率降低，住
院分娩率高达 100%。

女儿将成为爸爸的“接棒者”

29 年的时间，拉巴次仁常驻
医院， 手机全年保持 24 小时畅
通，每天工作 9 小时以上，如果
是夜里接到就诊电话，他也要做
到随时出诊。

这样的工作时间和状态让
拉巴次仁很少有时间陪伴和照
顾家人。 随着孩子的成长，让他
疏于对孩子的教育和辅导，这是
拉巴次仁心中的遗憾。

所以，当女儿选择所学专业
时，拉巴次仁希望她能够选择医
学专业，将来可以接棒自己肩上
的重担。 然而，女儿是拒绝的。

在女儿的眼里，父亲一直都
是忙碌的，仿佛从未停下过。

有一次，一个 5个月大小的孩
子得了肺炎，拉巴次仁跟医护人员
将孩子送往县医院的途中，孩子的
呼吸断了好几次，拉巴次仁边抢救
孩子边催促司机开快一些。

到了县医院， 经及时抢救，
孩子得救了。 当病人家属向县医
院的医生道谢时，县医院的医生
说：“救孩子的人其实不是我们，
是送孩子来医院的拉巴次仁医
生。 是他在危险时刻及时进行抢
救挽救了孩子。 ”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家长抱
着孩子亲自来到拉巴次仁家表
达感谢。

“拉巴次仁医生，没有你就
没有孩子的生命，遇到你是我们
全家最大的福分， 感谢你！ ”说
着，抱着孩子的父母跪在了拉巴
次仁的面前。

这一幕，让拉巴次仁的女儿
看在了眼里。

“也许是这件事改变了女儿
对我职业的看法，又或许是长时
间的耳濡目染早就让她对我这
份职业有了认可度。 总之，她同
意了我的建议， 报考了医学专
业，并从事了和我相同的工作。 ”
拉巴次仁说。

如今女儿已经成为了一名
基层医务人员，和拉巴次仁一样
从事妇幼方向。“现在和女儿通
话， 比她上学时又多了一个话
题， 就是妇幼方面的工作探讨，
我们会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

拉巴次仁将自己的一生都
奉献给了妇幼工作，令他欣慰的
是， 如今女儿成为了接棒者，未
来将继续代替拉巴次仁守护这
里的妇女和儿童的健康。

我国妇女和儿童占全国总
人口的 2/3， 妇女儿童的健康关
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国家的兴
衰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 而妇女
的健康作为妇女的基本权利，是
妇女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
永续发展的关键。

然而，历史长期形成的城乡
差别、区域差别和不同群体的收
入差别， 男女不等的传统观念，
使妇女健康服务的公平性仍然
存在挑战。

有研究表明， 自 1996 年以
来，我国总的孕产妇和新生儿的
死亡率下降明显，但农村高于城
市、西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东
部的趋势未见明显改善。

2003年，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为了配合《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的落实，降
低我国孕产妇及新生儿的死亡
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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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应运而生。项目重点针对西藏、青
海、新疆、内蒙、甘肃、宁夏、云南、
四川等 12 省份推动妇女儿童的
健康保障工作。

“医生，请您快点跟随我去家里接生产妇，我媳妇儿快要生啦！ ”
这是 2009 年一天的晚上 11 点 30 分，拉巴次仁被急促的敲门声

惊醒，原来是产妇的家人来请他出诊。作为西藏农牧区达孜县唐嘎乡
唐嘎村卫生所的村医，这是拉巴次仁的工作常态。

稍作准备后， 拉巴次仁便骑着马出发了。 由于患者的家路途遥
远，山区路况差，加之夜里看不见，赶到患者家中已是半夜 2 点多钟。

经检查，产妇的羊水已破，情况非常危险。 拉巴次仁紧急拿出自
己手工制作的担架，准备将产妇抬往唐嘎乡卫生院。由于产妇有流产
史，且耽误时间太长，导致产妇出现大出血，乡卫生院给出了建议转
院的通知。紧急情况下，拉巴次仁在村里借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将孕妇
及孩子送往县医院。

然而，从乡卫生院到县医院，手扶拖拉机整整开了一天一夜。 由于
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最终只救活了母亲，孩子没有保住。

这样的遗憾，成为了拉巴次仁心中永远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