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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女性作用愈发突出，不可替代。
继湖南省妇联开展的“巾帼初心耀三湘”——“红色湘女故事汇”和“传承篇•寻访三八红旗手”系列专题报道后，我们

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奋斗篇——“脱贫攻坚她力量”专题报道。为此，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深入田间地头、工厂村庄，讲述
脱贫攻坚中的巾帼故事，展现她们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责任和担当、智慧和力量、柔情和美丽，彰显
新时代湘女的新作为。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乡村医生瞿胜梅的扶贫故事。

专题报道
脱贫攻坚她力量

村医扶贫：她背着药箱行走在悬崖峭壁

扫一扫，
分享脱贫
攻坚她风采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1 月 6 日 上 午，
邵阳市城步苗族自
治县白毛坪镇黄伞
村的气温只有 4 摄
氏度，49 岁的瞿胜
梅背着药箱出了门，
前往 7 公里外的贫
困户杨进友家随访，

“他是高血压患者，
看看他的血压是否
正常，生活状况怎
么样”。

瞿 胜 梅 是 黄 伞
村村卫生室的医生，
作为健康扶贫一线
的村医，去贫困户
家做健康随访是她
的 一 项 日 常 工 作。
但这项看似平常的
工作却往往伴随着
不可知的危险，黄
伞村过去路窄弯急，
沿途悬崖峭壁，加
上群众白天大多不
在家，她丈夫便经
常骑着摩托车载她
晚 上 去 随 访，有 时
甚至差点摔下悬崖。
从此，每次他们骑
车出门，父母都会
捏一把汗。

为了贫困户的健
康，瞿胜梅和丈夫
把自己的安危置之
度外。但瞿胜梅说：

“ 我 做 的 都 是 平凡
事”。

为了母亲，她接手做乡村医生
“幸亏今天没下雪，不然路更

难走。”1 月 6 日，在前往贫困户

杨进友家随访的路上，49 岁的城

步苗族自治县白毛坪镇黄伞村村

医瞿胜梅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黄伞村海拔约 820 米，一到

冬天，非常容易结冰，一旦结冰，

山路更易打滑，“村里人出不去，

外面人也进不来”。

“听说你读书时成绩不错，为

何回到山里当村医？”面对记者

的提问，瞿胜梅陷入了回忆……

黄伞村是位于湘桂边境的少

数民族自然村落。这里离县城 40

多公里，距广西资源县车田乡也

只有两个小时路程。她的母亲胡

福贞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乡村医生。

1971 年 9 月 7 日，瞿胜梅出

生在位于金紫山脚下的黄伞村。

从小，她就跟着在寨子里给村民

们看病疗伤的母亲东奔西走，看

到患者痛苦难熬的情形，以及他

们看到母亲时祈盼的目光，她心

里暗暗下定决心要学好医学本领，

成为乡亲们健康的守护人。

初中毕业后，瞿胜梅毅然报

考了卫校。“虽然当时卫校只是

中专文凭，但那个时候，能考上

中专的都是成绩好的学生。”瞿

胜梅的丈夫安良清告诉记者，语

气中也带着点自豪。

在学校里，瞿胜梅学习很刻

苦，充分了解和掌握了日常病理

和药理知识。

2005 年起，瞿胜梅就跟随母

亲胡福贞四处奔波，行走于原清

源乡各村各寨，为乡亲们看病治

病，将自己的所学运用于实践中。

2016 年，胡福贞不幸去世，

瞿胜梅心中无比悲痛，但母亲对

她的教诲是刻骨铭心的，她把对

母亲的怀念化作为乡亲们服务的

动力，独自承担起了全村卫生工

作的重任。

从此，她更忙了。但她总是

说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如

果不做好自己的事，就对不起恩

深如海的母亲和乡亲们。

2017 年下半年，湖南南山国

家公园管理局进驻黄伞村开展扶

贫工作。作为健康扶贫一线的村

医，瞿胜梅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

的号召，在丈夫安良清的陪同下，

深入全村各家各户调查了解情况，

掌握第一手材料。

“村里哪户人住在什么地方？有

哪些家庭成员？家庭情况如何？哪

些人身体有什么毛病？这些我们

都要去了解，还要建立档案。”安

良清告诉记者，他是侯家寨村的，

离黄伞村有 20 多公里远，为了支

持妻子的乡村医生工作，他将家

安在了黄伞村医务室，还帮忙贫

困户和村民建健康档案。

“幸亏有他的支持！”瞿胜梅

对丈夫的支持非常感谢。随着儿

女们的成长，家庭开支也越来越

大，为了补贴家用，安良清在乡

私立幼儿园谋了一份校车司机的

工作，早晚接送幼儿上学放学，

空余时间便骑着摩托车载着妻子

深入各家各户扶贫走访。

 黄伞村属高寒贫困少数民族

村落，平均海拔约 800 米，全村

11 个村民小组，共 925 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 75户 309人，

分布在上下左右相距约 10 公里远

的各个山头。“看见屋，行得哭。”

有的地方甚至摩托车只能到达半

山，余下大部分路程完全靠徒步

完成。

1 月 6 日，前往杨进友家，安

良清又开着摩托车载着妻子前行，

下了摩托车后，两人也在山路上

步行了近 10 分钟。

然而，对安良清和瞿胜梅来说，

这算是随访过程中最轻松的了。

“村民们白天忙于农事很少在

家，随访时，又有一定的时间要求，

我们通常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去调

查走访。” 安良清说，瞿胜梅随

访时带着药箱，他则会带上手电

筒和起子。

健康扶贫是一项复杂和艰巨

的工作，根据要求，要做到五室

齐全，四种病（肺结核、高血压、

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病）、三类

人（老年人、0 至 6 岁儿童、顺产

妇）都得要有详细档案记录。因此，

瞿胜梅和丈夫花费了大量时间走

村入户，进行详细调查记录。如今，

他们已为全村 900 多人建立了健

康档案。

“一天跑 10 户，所有贫困户跑

一次最少要 7 天。”安良清说，有

时有些人在走亲戚，或去了40 公

里外的县城，他们也要赶过去随访。

安良清介绍，仅黄伞村的 8

个 糖尿病患者就 得每 季走访一

次，每年要走 32 次，对于血糖控

制不达标的每年得走 6 次，一年

下来，光摩托车油费就开支不少，

而这些钱无从报销，完全自费。

因为测空腹血糖需在早餐前

完成，有一段时间，安良清索性

把校车交给另一位有资质的朋友

驾驶，自己则陪同妻子清早去开

展走访检测工作。

黄伞村过去路窄弯急，沿途

悬崖峭壁，地势险峻，每次听说

儿子儿媳要骑车出门，安良清的父

母都为他们捏着一把汗，尤其冬

天打霜结冰走访最困难的时候。

“原来是毛坯路时，遇到下雨

天，黄泥就会塞满摩托车的挡泥

板，要停下来清理泥巴，有一次

清理了10 多回。第一次遇到这种

情况时，只能到路边找树枝，后

来就专门带了长起子出门应对。”

安良清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2018 年 12 月的一天上午，霜

后初晴，安良清骑着摩托带着妻

子去走访，在经过一处岩坎时，

车轮一滑，车头高高抬起，瞿胜

梅从后座摔了下来，摩托车差点

掉下了路边河里，幸亏安良清眼

疾手快力气大，拼命抓住了车把

手，把车牢牢稳住，夫妻俩才幸

免了一场意外。

瞿胜梅说，自此她几乎得了

摩托恐惧症，但在这深山里，摩

托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要想顺利

走访，就得搭摩托车。今年，瞿

胜梅也学会骑摩托车。

妻子背药箱看病，丈夫带起子开路

经常凌晨三点起床接诊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很多村民

迎接客人的第一件事就是送上一

杯暖暖的油茶。在黄伞村村卫生

室，瞿胜梅和安良清也准备了油

茶。但久而久之，安良清夫妇发现，

卫生室里多了很多油茶的配料。

原来，很多来看过病的村民

往往会在路过时悄悄放些玉米、

茶叶等油茶配料在村卫生室。有

时还会发现多了些红薯和小菜，

而且往往不知道是谁送的。

“我岳母以前当乡村医生时，

都没要过出诊费，只收药费。因

为我们这里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不

太好。”安良清介绍，他的妻子也

总是秉着治病救人的原则，经常

为贫困家庭垫付医药费。在瞿胜

梅的账本上，至今还有一些病人

们赊欠医药费的记录，而有的病

人却早已去世，成了死账。

除了随访，瞿胜梅还经常不

辞辛苦为病人看病。“凌晨三点

起床接诊也很常见。”安良清说。

对此，瞿胜梅告诉记者，村医只

有她一个人，不存在轮班，哪怕

病人再晚过来，她也会起床接诊。

如果说危险让人害怕，有些

人的不理解则让瞿胜梅和丈夫感

到委屈。有一次，他们夫妻俩赶

早去见一个贫困户，临走时那户

人家主人说 ：“你们天天这么走来

走去，多少钱一天？”弄得夫妻

两个无话可说。“或许他也是无心

的话吧。虽然当时觉得委屈，但

不影响我继续做好乡村医生。”瞿

胜梅说。安良清告诉记者，村医

的工资不过是 1500 元 / 月。

面对记者的采访，瞿胜梅也

表示 ：“不用宣传我，我其实做的

是很平凡的事。”

安良清经常骑摩托车送妻子瞿
胜梅去贫困户家随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