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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广昌人李彦年少时被蛇咬伤失去左臂 从医后自掏腰包维修卫生室

独臂村医27年行40万公里出诊
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地势顺盱
江河谷走向，地形九成均为山地、丘
陵，曾是国家级贫困县。 在县内偏远
的山下村里， 李彦用独臂为乡亲们
的健康坚守了 27 年。 今年已经 50
岁的 李 彦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广 昌 人 ， 年
少时上山砍柴不慎被蛇咬伤， 为了
保住性命他失去了整条左臂。 他靠
着一只右手，学会了看病、 打 针 、 拿
药，还骑着摩托车带着药箱，踏遍了
全村每家每户。

老人进行各种健康物联检测服务达
4000 多项次，还将这些微小却不容忽
视的健康数据传到云端平台。 当地卫
计委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料到， 独臂的
李彦居然能这么迅速、 全面地完成好
检测工作。
为了把农村医疗保健、 智慧医疗
搞好， 县卫计委每个季度都会组织乡
村医生培训学习，单单 2018 年，关于
智慧医疗的具体操作和运用就培训了
五六次，李彦现在也还在学习。

27 年出诊报废 4 辆摩托

自掏腰包修卫生室

李彦在砖厂上班的父亲平日里喜
欢研究中草药，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 父亲也会自己上山采药熬好免费
送给乡亲们。
李彦初中毕业后在家中干活，平
日里也喜欢看看医书，一日，他看到报
纸上有关于中医函授大学招生的信
息，便报名学习医学。在函授大学学习
期间，他还学会了打针、输液。
1991 年，李彦从中医函授大学毕
业， 李彦本打算和不少一起学习的同
学一样，开一间诊所，但县卫生局得知
他毕业的情况后， 劝他到村里做乡村
医生。 那时山下村卫生室还是一个破
烂的土坯房， 里面有两名老“赤脚医
生”，李彦看见老医生一生兢兢业业地
为农村的医疗防疫、 妇幼保健付出很
是敬佩， 但是年纪已经大了打吊瓶时
眼神都不太好了， 他便答应留下参与
进来。
山村地势起伏较大， 村民居住
的地方又比较分散， 李彦当时虽然
年轻， 但来回走路奔波有时也会气
喘吁吁。 1993 年，他学会了骑摩托。
只要村民一来电话， 无论是刮风下
雨还是深夜，李彦都会按约定时间，
背上沉重的药箱， 骑上摩托车赶到
病人家中。
因为单手骑车掌握不好平衡加上
原先的土路又崎岖不平， 李彦摔断过
右手手腕、肋骨。 一次，为了按照约定
时间到达，他不慎摔到山沟里昏迷了，
牙齿被摔坏 11 颗， 幸好一名好心人
看到了他并把他送到了医院。
刚用上手机那会儿， 李彦每天至
少要接 20 多个求医电话， 每天都得

村里以前的土坯房医务室历经风
风雨雨早已摇摇欲坠，2000 年时，李
彦就和另外两名医生一起自掏腰包，
在村民赶集必经之地修了个崭新的卫
生室。 2016 年，县卫计委出钱修建了
新的卫生室，医疗器具越来越多，自来
水、电、宽带等设施一应俱全，村里卫
生室的条件越来越好了。
最开始到村卫生室工作时， 李彦
只能依靠药费差价赚钱， 生活过得很
是清贫。那时候村民生活也拮据，一些
村民看病付不起钱只能赊账， 有的一
赊就是一两年， 但李彦看病还是一样
的用心。
现在卫计委对农村医疗
李彦说：“
非常重视，希望留守老人、小孩能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远程专家医生的医疗服
务，同时也提高了乡村医生的待遇。我
们乡村医生的基本工资每年加起来有
两万多元， 另外公共卫生室每年有一
万多元， 我们看病的诊疗费也归我们
自己，每年收入有四五万元，比以前好
多了。 ”
现在广昌县全县的农村医疗实行
一体化管理，药品都是零差价，统一在
政府药品采购平台购药， 药品质量政
府把关， 乡村医生不再靠药品差价生
活，但李彦收入却有了保障，生活也越
来越好了。
李彦的大儿子也想像父母一样
做一名医生，现在在广西中医药大学
上学快毕业了。 李彦夫妻很尊重儿子
的想法， 学校专业是儿子自己选的，
儿子毕业后具体在哪里工作，也由儿
子做主。
文 / 记者 陈卿媛

李彦正在医治病患

来来回回去村里各病人家中接诊。 据
李彦计算，行医这些年，他骑过的摩托
车报废了 4 辆， 车轮驶过 40 余万公
里。 山下村老老少少有 1600 多人，村
里哪里有一条小道，哪里有一户人家，
家中有多少人， 这户人家家庭成员各
自的身体状况，李彦都清清楚楚。

坚持自学建健康数据库
李彦从中医函授大学毕业到村上
行医之后，也一直没有放弃学习。他不
仅有 8 年中医学习经验，还有 8 年的
西医学习经验， 平日里看到一些医治
村民非常实用的学习课程， 他会自掏
腰包去接受培训。
2016 年，国家卫计委提出提高乡
镇卫生院基本医疗能力， 推进实现分

级诊疗、 县乡一体化， 达到大病不出
县、小病不出村的目标。
此后，全国各地的智慧医疗兴起，
云端数据代替以往的纸质健康档案，
按照当地官方的说法，这些数据
“实现
家庭成员之间远程的健康数据分享，
实现健康档案、日常监测、健康关爱、
专业体检、慢病筛查、评估干预、远程
就医的全链条服务”。
要让基层医疗发挥作用， 关键是
对乡村医生实行一体化管理。 卫生部
门要求， 各村卫生室得为村民建立电
子健康档案， 这可难坏了根本不怎么
懂电脑的李彦。 考虑到乡村医生对电
脑比较生疏， 当地卫计委特别组织了
好几次培训， 在镇卫生院不厌其烦的
指导下，李彦终于学会了。
之后的 3 个月，李彦为 300 多个

北京地情展升级改造九大亮点抢先看
排，通过光影和造型更加突出北京文化
名人、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
亮点二：结合时事热点 更新版块内容

结合国家重点项目、 社会热点，
此次升级改造新增了南水北调、 霾、
京津冀一体化等内容，更新了大量地
情数据。

亮点一：文化事业单元 全新面貌展现

文化事业单元按照“横排门类、纵
述史实”的原则，在原有基础上重新编

亮点六：突出以人为本 提供便民服务

北京城因永定河的古渡口连接农
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而产生，全新场景设
计增加了实景模型，让参观者更加直观
的了解古都之源。
技术升级

改造后的经济建设厅设置了蜂巢
造型的休息区，一方面为参观者提供一
个休息思考的区域，另一方面更加适合
学校和团体在此进行教学活动。阅览书
架的设计，既是方志馆编辑出版书籍的
展示平台，也方便参观者深入了解志书
内容及北京地情。

亮点四：扩充电子显示 增加信息容量

亮点七：新增互动游戏 注重寓教于乐

受展厅面积的限制，志书上很多内
容不能在展板一一呈现， 通过增加 10
余台触屏电脑，极大扩充了展览的信息
容量。

这次改造增设了多个互动游戏，我
们希望以更轻松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人
来了解地方志。

亮点五：升级骑自行车 实景胡同游览

这次改造的最大亮点就是引入了
VR 虚拟技术，让观众通过 VR 设备身

亮点三：场景重新设计 述说城市起源

北京地情展升级改造工程已经
基本完工，现已正式面向社会大众试
运营。
内容升级

的喜爱，这次改造在原有 3D 动画的基
础上进行了全新升级，通过骑单车看实
景，让参观者在展馆里就能体验到胡同
穿梭的乐趣。
体验升级

《老北京胡同游》一直深受参观者

亮点八：引入虚拟技术 畅游名人故居

临其境地走进纪晓岚故居，深入了解北
京四合院的原始风貌和历史人文信息。
亮点九：线上线下同步 馆内馆外同乐

老北京话测试一直深受参观者欢
迎，这次我们在原有项目基础上，以立
体志书为造型，增设外接显示屏，可以
让同行的参观者都参与互动体验。为了
满足参观者线下游戏需求，我们还推出
了手机版，离开方志馆也可以体验北京
话测试的乐趣。
这次地情展升级改造，共 30 余处
点位改头换面，携众多高科技元素强势
加入，完全免费的知识盛宴，小志和全
馆工作人员共同期待着您的到来。好看
好玩涨知识——
—这才是北京市方志馆
的正确打开方式！
开 馆 时 间 ： 周一至周六 9:30-17:00
（周日及法定节假日闭馆）
团 体 预 约 电 话 ：87313810 87312152
（个人参观无需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