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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城大爱洒黔北
贤城大爱洒黔
北
医者初心守光明
——奉贤医务人员贵州凤冈救治白内障患者纪实
《诗经·大雅》云：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凤冈，一个美丽的名字，
一个美丽的地方。一支来自上海奉贤的医疗团队，一群妙手仁心的医务工作者，谱写了一曲
有凤来仪，唱响了一首爱的奉献。大爱无界。让爱，汇成一股暖流，穿越千里；灌溉希望的种
——题 记

子，
生根发芽，
开出一树繁花。

奉贤的
“光明使者”来凤冈了

凤冈县隶属遵义市，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总人口 44
万，有汉、苗、土家、仡佬族等 28 个民族，距遵义 96 公里，距
省会贵阳 220 公里，地处偏远且多山，当地百姓尤其是山
区农民生活较为贫困。据统计，该县贫困人口中有 24%是
因病致贫。其中，因受当地医疗条件所限，有相当一批白
内障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打赢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
的号召，以及奉贤区委、区政府对实施“千百十”精准
扶贫圆梦行动的有关要求，区卫计委在认真排摸当地需
求和百姓诉求后，决定继 2014 年、2017 年后，第三次开
展“光明行”义诊活动，并将此站目的地放在了奉贤对
口支援地区凤冈县。
5 月中旬，奉贤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包蓓英、奉
贤区卫计委书记周晓春率医疗专家组一行来到了千里之
外的凤冈，由此开启为期一周的 2018“上海奉贤·光明
使者”贵州凤冈健康扶贫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开展义
务诊疗，为贫困户实施免费白内障手术。据了解，此次
医疗队阵容强大，不仅出动了奉贤中心医院、奉城医
院、中医医院的三位眼科主任、经验丰富的门诊医生、
主管护师，还邀请到了在沪上乃至全国知名的眼科专
家。他们带着仁心仁术，为偏远山区的贫困群众送去温
暖，带来光明。
筹备义诊
不忘医者初心
为了顺利开展这次义诊活动，早在今年 3 月，奉贤
区卫计委副主任姚立军、奉贤区中心医院副院长、眼科
主任贾万程就已作为先头部队来凤冈对接准备工作，在
奉贤援建干部的积极协调下，当地医院也认真配合，在
医疗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辟出专门区域充当临时门
诊和病房，精心准备床位 40 张，抽调志愿者 30 人。“兵
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医疗队抵达之前，20 多箱先进
的医疗物资被运送到当地医院，并被妥善保存。
5 月 10 日晚，作为本次活动医疗组组长的贾万程和
同事们一下飞机就冒雨直奔县人民医院，将义诊首日的
流程预演了一遍。“我们一定要做到每一个环节万无一
失”
，贾万程反复强调。
来自奉城医院、中医医院的两位眼科主任周媛和徐
海军坚守在门诊的第一关，他们将对登记患者实施筛查。
由于人力和物资有限，本次免费白内障手术以“贫困户优
先、
双盲患者优先、
农民优先、
城镇家庭劳动力优先”
等为原
则，但在实际操作中，每当看到病人模糊的双眼，期待的表

情，
已经是第三次参加
“光明行”活动的周媛就恨不得都收
治下来。被同事们笑称“心太软”的周医生说，“我们希
望可以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尽量不让相信我们的患
者失望。
”
徐海军是第一次参加义诊。徐医生长相斯文，声音也
温和。
“老妈妈，您这个不是白内障，是结膜炎，目前不需要
手术，我给你配点药，别着急，一会我教您怎么用”。
“这个
就好比玻璃，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加速老化，就像是我们平
时看到的毛玻璃……”徐医生告诉记者，这次他们来的目
的，除了看病动手术外，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是一项重要
内容，因此教会当地群众怎么预防和认识眼疾也同样意义
深远。徐海军的女儿今年恰逢中考，这两天正值填志愿的
关键时期，然而对于爸爸的缺席，女儿非常理解，“爸爸
是去治病救人，我因你而自豪。
”
开启义诊
为山民雪中送炭
5 月 11 日，“光明行”活动在凤冈县人民医院开启首
日义诊服务。略显狭小且简陋的临时门诊区里满是病人
和家属，而外面的等候区，也排起了长龙。
家住凤冈县城的张传刚是门诊收治的第一位病人。
他告诉记者，之前在外跑运输，生活还算不错，但三年
前，右眼视力开始下降，慢慢地左眼也看不清了。无法
出门干活也就意味着没有了收益。他说，过去也去省里
大医院看过，医生说是患了白内障，但做一次手术少则
七八千，多则上万元，实在承受不起。“我听朋友说，这
两天有上海的专家来我们凤冈免费做白内障手术，我真
是太开心了，昨天激动的都睡不着，我要感谢党，感谢
政府，感谢来自上海奉贤的医生们。
”
今年 80 岁的王清秀是凤冈县金鸡村的村民，一大
早，大儿子吴成选带着老母亲辗转 10 多公里山路来到县
人民医院，排队、登记、查视力，一路顺畅进入了门诊
筛查等候区。看到老人一手扶着儿子，一手颤颤悠悠地
拄着拐杖，正在诊室里忙活的周媛医生马上搬来了板
凳，让老人坐着等。吴成选告诉记者，去年初老人视力
开始变差，而且恶化得很快，后来就连碗里的菜都看不
清，生活起居全靠他打理。因为还伴有其他慢性病，年
纪又大，一般医院不肯收，怕担风险。吴成选说，老母
亲苦了一辈子，看到她就此失明心里实在难受。这次奉
贤的专家团，让老吴看到了希望。“我就是背也要把母亲
背到这里来，给上海的专家看看”。
在认真查看了老人的病情后，周媛立即开出了接收
单，并告诉老吴说，“你母亲的手术能做，今明两天就能
做”
。听到医生的话，这位年近花甲的庄稼汉哽咽了。
除了凤冈外，余庆、务川两县也有不少白内障患者
奔着上海奉贤的专家前来凤冈。务川卫计局的杨俊羽这
次送来了 10 位白内障重症患者，他说，这些患者大多是
高龄老人，病情相对较重，当地的医疗技术达不到要
求，这样的义诊和免费手术正是老百姓需要的。“这真是
实实在在的大好事啊”。这位憨厚的小伙子一遍遍重复着
同样的话。
门诊筛查过后，符合条件的病人经过相应的体检后
由志愿者送往病房区。坐镇病房的是中医医院医务科科
长张春建，他不仅要负责术前检查，还有术后安置，病
房和检查室两边跑，还要教志愿者怎么进行术后护理。
张春建说，病人们都非常配合，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他们
的淳朴和善良，为了他们的健康，再忙也是值得的。

从输血到造血 精准扶贫连万家
在 2018“上海奉贤·光明使者”贵州凤冈健康扶
展“光明行”活动外，还将推出更深层次的医疗援助
贫义诊活动启动仪式上，奉贤区卫计委党委书记周
项目，如尝试建立医疗联合体，实施远程医疗服务，
晓春与务川、凤冈、余庆分别签订医疗合作协议。 让山区的贫困百姓能够就近享受到更为优质、便捷
内容包括：一方面将定期派驻医疗专家到三地医院
的服务。
“ 从输血到造血，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目
开展带教和学科建设活动；另一方面接收三地医院
标。
”
的医生前来进修，内容包括医疗技术、公共卫生、医
这次的活动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
药管理等科目培训，帮助对口贫困地区提高医务人
持。万佛阁住持性康带来了 30 多万元救助资金。
员诊疗水平，
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整体水平。
上海侨商会奉贤分会的企业家，已连续 6 年为贵州
周晓春说，这次奉贤区卫计委还与务川、凤冈
务川、凤冈、余庆捐款捐物。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和余庆三县举行了对口帮扶座谈会，详细了解当地
包蓓英在启动仪式上表示，要“团结一切力量，为
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状况和实际需求，让下一步的
‘打赢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
而积极努力”。
扶贫工作更“接地气”。据她介绍，今后除了继续开
2017 年 10 月，奉贤区“圆梦行动”主动融入东

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启动“千人联千户，
百企联百村，结对十行业，携手奔小康”精准扶贫圆
梦行动（简称“千百十”精准扶贫圆梦行动），探索社
会化、市场化、个性化精准扶贫新机制。奉贤各行
各业也纷纷响应“千百十”工程，参与贵州省遵义市
务川、凤冈、余庆县及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的精准
扶贫中。
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4 月底，65 家企业参与“百
企联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共捐赠资金 213 万余元；
80 多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团公司的 4262 名干部
职工参与“千人联千户”精准扶贫行动，共捐赠资金
162 万余元。

□ 张 今 王忆扬/文 忠 言 马森林/摄

复明一个病人 帮助一个贫困家庭
手术室，是义诊最后一道战场，手
术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这些病人今后
的生活质量。白内障手术是个精细
活，全程需要在显微镜下完成，要比绣
花还要耐心，
比走钢丝还要谨慎。
5 月 11 日下午 1 点多，贾万程走进
手术室开始术前准备，他要独自操刀
在当天内做完 20 台手术。
一天奋战 20 台手术
14：12，第一例手术顺利完成，病
人王跃柳神智清晰，
精神状态不错。
17：29，贾万程成功实施了一例独
眼、小瞳孔、严重粘连的高难度手术。
患者张良凤为务川当地农民，今年 52
岁。
18：11，第 13 台手术顺利完成。每
完成一台手术，贾万程就迅速更换一
次性手术服和口罩，然后立即投入下
一台。仅仅在口渴的时候，就着他的
助手、当地医院马森林医生的手喝上
几口水。
“可以了，
我们继续”。
20：17，一位 85 岁的仡佬族患者被
推进手术室，老人名叫高明香，经诊断
达到核四级，俗称黑色白内障，手术难
度相当大。贾万程临危不乱，手术成
功。
21：05，最后一例手术顺利完成。
7 个多小时内完成 20 台手术，大家几
乎废寝忘食。
21：30，贾万程迎来了第一批“援
军”，来自上海瑞金医院和同济医院的
两位眼科主任，沈玺和荣翱。两位教
授工作日抽不出时间，就利用双休日
“赶场子”。第二天便马不停蹄投入工
作，42 台手术一气呵成。随后中西医

结合医院的李春霞主任也飞抵凤冈，
加入了团队，
大家并肩作战。
手术需要一丝不苟，而消毒等其
他辅助工作也同样不容有失。中心医
院主管医师张培红主要负责对医疗器
械实施消毒隔离等工作。由于当地医
院硬件条件较差，对消毒杀菌等工作
的要求很高，全程都不能松懈。5 月 12
日，她和同伴们在高强度的工作中迎
来了一年一度的护士节。作为多次参
加义诊活动的“元老”，张培红说，能为
病人们服务，
再累也是快乐的。
无论来自哪里，无论什么岗位，这
份责任和坚守，让这些“光明使者”来
到了这里。他们拥有同样的医者初
心，那就是尽己所能，一切以病人为中
心。
复明 101 名病人
5 月 12 日，对于 59 岁的凤冈县花
坪镇农民王跃柳来说注定是难忘的。
经 过 连 续 几 天 阴 雨 ，凤 冈 终 于 放 晴
了。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了临时病
房区，
和煦而温暖。
早上 8 时，奉贤区中医医院医生张
春建正在帮她摘除右眼上的纱布。昨
天她刚刚做完了白内障手术，而这也
是本次 2018“上海奉贤·光明使者贵州
凤冈行”活动中完成的首例白内障手
术。
王跃柳的双手微微颤动，老伴李
家伦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右眼，夫妻
俩静静地等待——对他们而言的历史
性一刻。
揭开纱布的那一秒，王跃柳异常
激动，她终于看清了身边的老伴，还有

那些她心心念念要感激的奉贤医务人
员。
同样激动的还有经历了高难度手
术 的 张 良 凤 ，术 后 视 力 已 恢 复 到 了
0.15。张良凤高兴地说，自己的身体硬
朗，出院后还可以找活干，靠自己的双
手实现脱贫。
10 位来自务川的患者也全部成功
实施了手术，情况良好。务川卫计局
杨俊羽正在联系车辆，准备把大家平
安送回家。小伙子说，手术成功很值
得高兴，但他更激动的是，接下来奉贤
和务川、凤冈、余庆等三地的深度医疗
合作。
据了解，截至记者发稿，共完成白
内障手术 92 例，加上其他手术，共计完
成 101 例。实现了“复明一个病人，帮
助一个贫困家庭”
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