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吉芳

我们不是不顾危险的圣人

34岁的北京姑娘柴溪三年前加入无国
界医生。她在也门经历过空袭，在南苏丹经历
过内战爆发，今年9月刚刚从缅甸佤邦回到
国内的她，又和缅甸刚刚再次爆发的内战擦
肩而过。她不太喜欢别人夸她勇敢，加入无国
界医生，对她自己是一种毫不勉强的选择。在
给难民营刚出生的孩子拍照时，是她最快乐
的一刻。而在这一过程中，柴溪收获了属于她
的婚姻和爱情。

柴溪

不太喜欢被别人夸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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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09

“罗一笑事件”追踪

罗尔回应“为何不卖房救女”：

房子以后要归儿子，
我是不能卖的

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
我站住》的文章11月30日刷
爆微信朋友圈，引发热议。

罗一笑的爸爸罗尔接受
深圳都市频道采访，解释自
己有三套房还为得白血病的
女儿募捐的原因：深圳的房
子是要留给儿子的。东莞其
中一套是现在的老婆名下
的。写下救女儿的文章，是将
来留给女儿看的。

对话实录：
董超（主持人）：最大的

网上几个声音的质疑，一个
就是您有三套房产还有车，
那为什么还要捐款，这是不
是有诈和骗的嫌疑。

罗尔：这个房子的话，
深圳这个房子以后是要归
儿子的，我是不能卖的。东
莞买的房子包括酒店公寓，
酒店公寓署名是我现在老
婆的名字，另外还有东莞一
个住宅，这个房子的话等儿
子大学毕业以后，他参加工
作以后我就想把东莞市区
的房子给儿子。

董超：我看您后面的文
章，也有些网友提出来，在生
活状态上做了一些对比，他
们解读出了要求捐款的这种
意向，所以有人也抓住这一
点，说您渲染了一些程度，这
您怎么看？

罗尔：我觉得只是表达
心情，一天要花上万块的诊
疗费用，我心慌，心慌的来
源是什么就是三万块钱的
医疗费，我觉得这个表达应
该是，这个数字的话给读者
一个明白，给焦虑的读者们
一个解释。

董超：干脆全部退还这
样一个决定，在数字上它又
归于原点了，你觉得这样算
是这个事件平息了吗？

罗尔：我希望能早点平
息，能因此而平息，但问题是
好像还很难说。

董超：通过您的文章，还
有通过自媒体发表，还有通
过打赏这种沟通，经过了这
个风波，这种方式您还会去
做吗？

罗尔：打赏关了，写文章
我肯定要再写，我写这个文
章一直这么写，就是把女儿
治病的经过，使我女儿长大
能看到这些文字，其实也是
对女儿的一种祝福。能看见
的话，就意味着她没事了，这
个就过去了，还是有一种愿
望，还是祝福。
（深圳都市频道、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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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赤峰煤矿爆炸
32人遇难

记者4日凌晨在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宝马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瓦斯爆炸事故现场
获悉，3 日发生的爆炸事故
已造成 32 人遇难，多人受
伤。目前，事故涉嫌责任人已
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
中。32名遇难者遗体已全部
升井，并送至殡仪馆。市区两
级政府 32 个工作组分别与
遇难者家属对接，抚慰工作
正在进行。

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
主席王波介绍，事故发生于
3日中午11时30分左右，经
初步确认为瓦斯爆炸事故。
经查明，事故发生时，井下共
有181名作业人员正在进行
作业。事故发生后，公司内部
以及相关单位救援人员立即
开展救援，共有 149 人安全
升井，受伤人员经救护已经
全部脱离生命危险。

事故发生后，国电内蒙
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救护大队 52 名救援人
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
救援。

记者现场采访了解到，
发生事故的宝马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距赤峰市区45公里，
年生产能力为45万吨，该井
田煤的主要用途为火力发
电、供暖锅炉及民用。

据新华社

他们的心
总有一部分
留在了逆行的土地上

“我有时总会想，那个在阿富汗遇到的小男孩
现在怎么样了。”赵一凡即使回国很久，也总是时
不时想起他曾经参与救治的在阿富汗遭遇车祸的
9岁男孩。男孩在医生的照顾下恢复了健康，但却
因为车祸受伤被家人遗弃。赵一凡曾经和医生同
事一起，掏钱为这个孩子买衣服买食品，但当男孩
离开医院之后，他却再也无法得知男孩的消息。这
让赵一凡会有一种无力感，“我们在抢救室里救
人，但是对于他们之后的命运，又会无能为力。”

柴溪一直记得一个名字，瓦赫德。那是她在也
门工作时在当地招聘的一个助理。曾经，瓦赫德生
活在沙特和也门交界的地方，也门爆发战争之后，
这个原来生活富足的老师所在城镇同样遭遇空
袭。一夜之间，满街的断肢残骸，他变得一无所有，
没有时间去银行取钱，就靠妻子的首饰作为酬金，
找到了一辆面包车，带着家人逃离了故乡。

在也门哈杰省西部无国界医生支援的医院，瓦
赫德成为无国界医生的一名助理。当签订正式劳动
合同时，瓦赫德开心得笑了，他的父母，他的弟弟，他
的妻子以及三个孩子，都指望着他这一份工作的收
入生活。而在当地，他一家十多口人挤在朋友院子
的一个草棚中生活。工作，让这个瘦弱的男人有了
无尽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柴溪还记得，瓦赫德告诉
他，至少如果遇到袭击受伤或遇难了，他的家人也
能领到赔偿可以在战争的炮火中多撑一段时间。

离开也门后，柴溪一直和瓦赫德保持着联系，
瓦赫德告诉她，自己又升职了，生活好一点了。可是，
前几个月，柴溪再也联系不上瓦赫德了，也门当地
医院遭到空袭。瓦赫德之后的生活又会如何，柴溪
再无从得知。 （图片由无国界医生提供）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北京报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女医生蒋励，辞职加入无
国界医生，远赴战火纷飞的阿富汗接生婴儿。最近，有关
这个无国界医生的中国成员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实际上，加入无国界医生的中国医生们，并不止蒋
励一个人。这个成立了超过45年的全球最大独立国际医
疗人道救援组织，已经有28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志愿者加
入。对于他们来说，加入无国界医生，这是一种神圣却又
谨慎的人生选择。

80后的宁波医生周吉芳，如今在美国攻
读卫生经济学和卫生政策的博士。加入无国界
医生之后，他曾长期在非洲工作。他遭遇过很
多危险，比如暴雨中车险些滑下山道，因为冲
突爆发他的医生同事被打伤，他自己也经历过
为艾滋病患者进行操作时的职业暴露。和无国
界医生工作经历的风险相比，周吉芳并不希望
过于强调外界以为的危险印象。“我们不是不
顾危险的圣人，我们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柴溪的第一个项目是南苏丹，那是南
苏丹和埃塞尔比亚的多罗难民营区域，柴
溪的工作是为无国界医生三个流动诊所
和一个大型诊所做财务和人力管理。

柴溪适应力特别强，她可以和当地居
民吃一样的食物，忍受繁忙工作下的各种
压力，但却遇到一件最头痛的事情。那就
是数钱。

去之前，柴溪有很多年财务管理经
验。可是到了南苏丹，流程就变了。当地缺
水缺电，没有银行，财务支出都要用现金。
无国界医生在当地招募了300多位工作人
员，他们的薪水，在当地采购设施和资源
的支出，全部要用现金。在发工资前几天，
是柴溪最紧张的时间，她要用一天半时间
清点完所有需要发放到每个人手里的钱。
每个人的薪水不同，不能出错，还必须尽
快完成清点，以免耽误到其他工作。柴溪
在闷热的房间里一边点钞一边挥手拍打
蚊子，小面额的钞票很多，而且破旧，只能
用手点。他们就一张一张数钞票到晚上十
一点。

第一次到南苏丹出任务，柴溪就亲
历了战争的突然爆发。2013 年 12 月 15
日，南苏丹爆发内战，首都一夜枪战，机
场关闭，各国使馆都开始撤离。听说战争
爆发，无国界医生中一个第一次参加救
援任务的女孩身体开始颤抖，眼泪在眼
眶中打转。

内战爆发，难民营的人越来越多，10
万人都指望着无国界医生设在当地的诊
所提供医疗服务。她曾经看到一个营地门
口的小男孩，眼神里是一种已经放弃挣扎
的，安静的，绝望和恐惧。

按照无国界医生的安全准则，遇到紧
急状况，救援人员需要根据危险等级实施
撤离。在南苏丹内战爆发之后不久，柴溪
所在的难民营危机忽然升级，项目主管告
诉柴溪他们，如果工作人员有任何不适和
害怕，可以乘坐飞机离开。最终，柴溪和他
们的队友们就站在飞机跑道上，看着那个
飞机起飞，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开。“我们经
过评估认为可以继续工作，如果离开，当
地人连清洁用水都无法保障。”

准则

不管交战双方谁受了伤
脱下军装放下武器就治

作为一个完全中立的独立国际医疗人道救援
组织，在战地参与医疗救援时，无国界医生有一个
准则，交战双方的人员不管谁受伤，只要你脱下军
装放下武器，就能进入无国界医生的医院接受救
治。而在无国界医生的医院门口，都会贴着武器禁
止入内的标志。

事实上，尽管武器禁止进入医院，但是现实中，
这样的危险依然存在。在南苏丹的马拉卡尔，曾经
有病人是被射杀在病床上。宁波医生周吉芳在刚果
和南苏丹执行任务的战乱区，也曾发生过武装分子
半夜进入营地抢劫，打中了一名医生的肩膀。

无国界医生的前线救援人员如果在战地出任
务有严格的安全准则，除了有特殊任务的人员，他
们几乎只来往于医院和宿舍之间，经常发生危险
的集市是绝对禁止前往的。

逆行
无国界医生北京办公室媒体经理魏保

珠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截至目前，无国界医
生中已经有28位来自中国内地。

这些中国志愿者的选择，可能在很多人
眼里遥远得和现实生活没关系。成都商报记
者和他们深度对话，他们在最危险的地方逆
行，但无国界医生显然已经让他们感受到比
现实生活更重要的价值。

“我想，无国界医生也许会成为我的终身
职业。”3年前加入独立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

“无国界医生”的赵一凡，在阿富汗昆都士做了
三个月的急诊医生。来自广州的赵一凡有一个
稳定的家庭，有一个5岁的女儿。而同为医生
的赵一凡夫人为他的此次逆行投了赞成票。

在他回国后一年，他所服务的医院遭到
空袭，10多位医生和10多位病人丧生。其中，
包括他的好朋友。但是，即使从战地回到广州
已经三年了，他却毫不犹豫地说，等到女儿再
大一些，他还会再去无国界医生服务。

无国界医生的中国面孔
成都商报记者对话无国界医生中的中国志愿者

赵一凡

等女儿大些，还会再去

成立超过45年的全球最大独立国际
医疗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在中国的
影响也慢慢扩散。1998年就开始在无国界
医生工作的潘渊，是无国界医生中首位来
自中国内地的工作人员。而出生医生世
家，曾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的妇产科
医生屠铮，则是无国界医生中首位来自中
国内地的医生。

但成为无国界医生的一员，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魏保珠说，无国界医生前
线救援人员的招募一直都是开放的，在无
国界医生的官网就可以报名。但是对报名
者要求除了有两年专业的工作经验，还需
要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因为要服务的区域
是在战地、疫病爆发、天灾爆发等区域，需
要有团队合作和应对压力的能力，很多时
候都要求你独当一面。而在无国界医生严
格的入职考核中，还需要考核人道精神。

“如果只是一腔热血跑过去，就很容易被
现实击败，所以动机和人道精神都重要。”

在前线服务期间，加入无国界医生的前
线救援人员每人每月会有1000欧元左右的
补贴，会有用当地货币发放的生活津贴，往
返任务所在地的交通费，提供当地的住宿以

及必要的保险。对于城市中很多白领来说，
这样的收入只是城市中维持基本生活水平
收入。魏保珠一位做工程师的朋友对加入无
国界医生很感兴趣，可是他却告诉魏保珠这
样一句话“等我还完房贷就来参加。”

北京姑娘柴溪，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
署工作了七年，做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
不管福利还是待遇都不错，也在北京买了
房子。

但是天生爱挑战的柴溪在30岁这一
年，觉得进入了工作中的瓶颈期。联合国
艾滋病规划署虽然也是人道救援机构，但
大部分时候都是待在办公室。

最初听到柴溪想要去无国界医生的打
算，只有这一个女儿的柴溪父母激烈反对，
甚至放话如果她去就是要了他们的命。

“危险，不管在哪里都会遇到，就算是
大城市，也会遇到空气、水污染的问题。”
2013年7月，柴溪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第
一个任务目的地就是非洲南苏丹。她含蓄
地告诉父母自己在国外留学，会去到无国
界医生的非洲办公室实习。那个时候，她
的父母并不知道，他们的女儿已经成为无
国界医生中重要前线救援人员一分子。

3年前，当柴溪第一次加入无国界医
生去南苏丹的时候，当时单身的她并没有
想到，因为这个选择她收获了属于她的婚
姻和爱情。

来自中国香港的梁瀚臻是一名机械
工程学硕士，他比柴溪早一个月加入无国
界医生去了南苏丹。在来到无国界医生之
前，梁瀚臻在新加坡一家公司做机械设计
工作，看到上司因为用电脑过度导致眼球
血管破裂，他开始反思工作的意义。于是，
经常做义工的梁瀚臻选择了申请加入无
国界医生。

在南苏丹，柴溪和梁瀚臻因为共同秉
持的理想和理念相识。一个是后勤人员，
一个是财务人员，都有着在很多人眼里并
不现实的想法，在工作上却都是少说多
做，十分合拍。在柴溪结束南苏丹第一次

为期半年的任务回国之后，她和梁瀚臻走
到了一起，并在2014年底选择了结婚。

两个人的人生目标中，要赚多少钱，生
活达到什么样水平都不是两个人认为多重
要的事。加入无国界医生之后，没有出任务
的时间，两个人一直都是携手在各个偏远
地区做志愿者。他们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

“就算是苦也是苦得过瘾的感觉。”
柴溪和梁瀚臻在南苏丹工作时最喜

欢的一件事，是给那些南苏丹难民营里刚
出生的婴儿们拍照，母亲望着新生命诞生
时满脸的喜悦和快乐，会深深感染他们。
他们去执行救援任务时，总会带着立拍得
相机，带着很多胶卷，给当地人拍照，然后
把一张张洋溢着笑容的照片送给当地人
做礼物。那个时候，他们的快乐无法用语
言形容。

“等我还完房贷就来参加”
如果只是一腔热血跑过去，就很容易被现实击败选择

“最头痛的事情是数钱”
柴溪和队友们站在跑道上，看着飞机起飞，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开挑战

“就算是苦 也是苦得过瘾”
给当地人拍照，然后当做礼物。那个时候，他们的快乐无法形容快乐

背景

北京女孩辞职到阿富汗
引发对无国界医生关注

近日，一段《一个北京女孩辞职跑到阿富汗，
在爆炸和枪声下接生婴儿》的视频在网上引来很
多网友的关注。视频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产科医
生蒋励，放弃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获得了家人
的理解和支持，成为了一名无国界医生，前往战火
纷飞的阿富汗，在当地的一所产科医院照顾缺少
医疗救助的孕产妇。

蒋励是浙江丽水人，毕业于北大医学部。2006
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蒋励讲
述了她成为一名国际援助医生的始末，她说自己
之所以冒着危险前往阿富汗，是想“活得更有意
义”。 （北京青年报）

完成
南苏丹救
援 任 务
后，柴溪
去无国界
医生在埃
塞俄比亚
的母婴健
康护理项
目，这里
交 通 不
便，救援
人员要骑
马通过。

柴溪和
梁瀚臻在南
苏丹的救援
前线，这里
晾晒的衣服
就是无国界
医生的救援
人员工作和
外出时穿的
衣服。

无国界医生在也门的医院急诊室里收治病人无国界医生在也门的医院急诊室里收治病人

柴溪在南苏丹和当地的孩子玩耍

赵一凡在阿富汗的医院工作

柴溪来到地震后的尼泊尔

非洲丛林，摩托车队带着药物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