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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电影
《春苗》 热映， 演绎的是赤脚医
生的故事。 那个年代， 我国农村
缺医少药， 赤脚医生田春苗通过
短期培训， 掌握医术， 热心为村
民医病， 敢于和腐朽愚昧的恶势
力作斗争。 这也是一部反映医疗
改革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人民翻
身做了主人， 摘掉 “东亚病夫”
帽子， 既是民族期盼， 也是现实
需要。 当时全国人口超过 5.4 亿，
人均预期寿命只有 35 岁左右 。
卫生机构和卫生设施少之又少，
天花 、 鼠疫 、 血吸虫病等地方
病、 传染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特别
是广大农民的健康。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
点放到农村去！” “培养一大批
‘农村也养得起’ 的医生， 由他
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1965 年
6 月 26 日， 毛泽东对时任卫生部
部长钱信忠说。 这个讲话， 就是
新中国医疗卫生史上著名的 “六
二六指示”， 核心是把医疗卫生
事业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医务工
作者热烈响应， 迅速组织了医疗
队， 去农村、 林区、 牧区进行巡
回医疗。 每到一处， 就要举办培
训班， 培养了大批半农半医的赤
脚医生。

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医疗
培训班开课比较早 ， 公社从 21
个生产大队挑选了 28 个人参加
培训。 1965 年 12 月， 21 岁的王
桂珍走进了培训班的大门 。 后
来， 王桂珍就成了电影 《春苗》
中田春苗的原型。 她没进过中学
的门 ， 简单的化学符号都搞不
懂。 面对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学
生， 老师把书上讲的医学知识和
病人症状结合起来， 理论联系实
际， 进行案例教学。 比如， 大队

里气管炎病人比较多， 老师就把听
诊器放在病人身上教学生们听诊，
这种声音叫湿罗音， 那种声音叫干
罗音， 学生们听得懂、 记得牢。

经过短期培训， 学员们初步掌
握了一些多发病、 传染病的基本知
识， 可以治疗常见病， 能为产妇接
生。 1966 年 3 月， 王桂珍等 28 名
学员结业了， 他们回到各自的生产
大队， 一边劳动， 一边给人看病。
他们既没有纳入国家编制， 又没有
固定薪金， 许多人还要赤着脚， 荷
锄扶犁耕地种田， “赤脚医生” 名
称由此而来。

“身背药箱、 一把草药， 两脚
泥巴， 看病就在田间地头”， 这是
赤脚医生的典型画像。 为了降低
医疗成本， 赤脚医生普遍使用中
草药和针灸这类简易诊疗技术 。
王桂珍他们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
了一百多种中草药， 村里还专门
建了中药房。 后来， 上海 《文汇
报》 报道了王桂珍的事。 毛泽东
看后批示七个字： “赤脚医生就
是好。”

赤脚医生制度， 是基于当时
仍然落后的社会条件和农村实际

做出的选择： 通过一支广覆盖的
医疗卫生队伍， 医治处理农村常
见病、 多发病， 以满足广大农民
的初级医护需要。 联合国妇女儿
童基金会在 1980 年至 1981 年的
年报中称： “中国的赤脚医生制
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
卫生保健模式， 为不发达国家提
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经
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起步。 旧有的
农村合作医疗失去集体经济支撑，
赤 脚 医 生 逐 渐 淡 出 历 史 舞 台 。
1985 年， 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赤
脚医生的名称， 规定所有农村卫
生人员凡经过考试、 考核已经达
到医生水平的， 可成为乡村医生。
2003 年， 我国开始试点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 。 这一政府组织 、
引导、 支持， 农民自愿参加， 个
人、 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 以大
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
制度， 让农民拥有了基本的医疗
保障； 加上城镇居民医保和职工
医保， 我国初步建立起覆盖全民
的医疗保障体系。

本报记者 汤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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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只要有 1%的希望， 医
生就要尽 100%的努力。 因为医
者所面对的是崇高的生命， 因
为生命无价， 因为生命不允许
放弃！ 二十多年来， 湖南省儿
童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卢秀兰
时刻谨记着这一神圣誓言———
永不放弃。

2020 年一个难忘的夜晚 ，
某市一名 11 岁的男孩， 被急诊
收入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
室时， 出现呼吸急促、 面色发
绀。 医护立即给予气管插管上
呼吸机， 患儿在呼吸机通气下，
呼吸机参数非常高的情况下 ，
仍出现明显的气促及发绀。 只
听见监护仪低氧饱和度报警 ，
紧急行胸部 X 线检查， 显示患
儿呈 “白肺”。 全科室人员都非
常紧张 ， 投入高度警惕状态 。
当时正值甲型和新型冠状病毒
流行的高发季节， 卢秀兰脑海
中立即浮现是不是甲流或者新
冠呢 ？ 她一直守在患儿床边 ，
看着各项紧急治疗措施的实
施， 但都没能达到预期的治疗
效果， 看着那可爱小男孩渴望
的眼神 ， 她心里有说不出的
痛， 高PEEP、 俯卧位通气、 反
比通气等等， 患儿的氧饱和度
似乎还是在闪烁。

夜已经很深了， 该科的医
护人员还在为患儿的治疗费尽
心血 。 紧急启动 ECMO 治疗 ，
大家齐心协力， 当患儿乌黑的
血液变成鲜红， 患儿血氧饱和
度从 70%上升至 90%时， 身心
疲惫的卢秀兰脸上露出了会心
的笑容 。 患儿缺氧逐步改善 ，
此时已经是凌晨 3 点了。 在此
之后， 该患儿还闯过重重关卡，
面临急性期肺部感染和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症及 ECMO 治疗的
并发症、 呼吸机撤离及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和肺纤维化问题等。
最终 ， 患儿在重症监护室上
ECMO 时间长达 21 天、 呼吸机
时间长达 1 个多月、 住院时间
达 2 个月余后， 顺利健康出院。
接过其父母亲的锦旗， 看着患
儿开心地离开病房， 科室全体
人员不由得感慨万千， 生命在
于坚持、 信任和信心。

卢秀兰说： “重症医学科
最能体现一个医院的诊疗水平。
这里聚集着医院最棒的急救人
才、 技术及设备。 经常听到有
人说重症监护室是考验医护人
员智慧 、 体能及情商的场所 。
我们监护室的医护人员都有一
种精神， 在科室从来看不出他
们的疲倦， 因为我们都清楚自
己的责任： 生命相托， 我们绝
不言弃。”

湖南省 12320呼叫中心 供稿

—项发表在最近出版的 《美
国预防医学杂志 》 上的研究显
示， 每天花数小时在社交媒体上
的年轻人， 在不久的将来患抑郁
症的风险更高。

为了探究社交媒体的使用是
否会对年轻人未来患抑郁症的风
险产生影响， 美国阿肯色大学的
研究人员调查了近 1000 名 18 至
30 岁的成年人 ， 他们一开始都
通过评估没有抑郁症。 所有人报
告了他们通常使用社交媒体的时
间， 并在 6 个月后再次接受抑郁
症评估。 此时， 接近 10%的人符
合抑郁症的标准。

总的来说 ， 抑郁风险与花在
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呈正相关 。 与
轻度使用者 (每天 2 小时或更少 )
相比 ， 重度使用者 (每天至少 5
小 时 ) 患 抑 郁 症 的 风 险 要 高 3
倍。 与此同时 ， 每天在社交媒体
上活跃 3.5 至 5 小时的年轻人患
抑郁症的风险是普通人的两倍 。
不过， 这些发现并没有明确证明
因果关系。

研究人员考虑了人们的教育水
平、 收入、 种族和是否有工作等因
素， 并且还询问参与者是否经历过
身体虐待和情感忽视等童年创伤，
这些也是抑郁的风险因素。 即便如

此， 研究结果仍显示， 花太多时
间在社交媒体上也预示着更高的
抑郁风险。

研究人员表示 ， 抑郁症是
复杂的 ， 很难梳理出单一因素
的作用 。 例如 ， 一个年轻人可
能正在处理一个困难的家庭情
况 ， 然后开始花更多时间在社
交媒体上作为一种逃避 。 上网
时间 可能不是抑郁 症 的 原 因 ，
但是与抑郁症有莫 大 的 关 系 。
研究人员指出 ， 社交媒体平台
设计不仅要考虑到营销 ， 还要
考虑到用户的心理健康。

方留民 译

永不放弃
———记重症医学专家卢秀兰

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可能会增加抑郁症风险

图为赤脚医生在田间地头给农民宣讲钩体病防治知识。 资料图片

赤脚医生：初级卫生保健的“中国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