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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明一人，幸福一家，温暖一方
——探访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光明行”受益患者纪实

自2015年6月启动以来，截至11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已累计筛查眼疾患者642717人次，医疗队走过全区6223个嘎查，累计路
程84.72万公里，为贫困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25018例，成功率100%。

11月11日至15日，记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及鄂尔多斯等地，走进活动受益者家庭，听他们讲述一个个温暖感人的“复明”故事。
（文/陈娟 图/苏丹 陈娟）

近年来，在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指导下，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
会加强了人道领域对外开放合作
水平。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牵
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内蒙古自
治区红十字会共同实施的一带一
路·光明行”蒙古国行动于 2018
年 5 月启动。2019 年 4 月 25 日，
中蒙两国签署《中蒙建交70周年
纪念活动计划》，内蒙古推动实施
的“一带一路·光明行”蒙古国行
动成为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计划用 5 年时间，为蒙古国白内
障患者实施 1000 例免费复明手
术。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积极
参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
内蒙古自治区对外开放战略，与
蒙古国红十字会建立了友好合作
关系，双方人员互访成为常态化，
并在备灾救灾、人道救助、艾滋病
预防、红十字青少年等方面达成
了广泛共识，取得了丰硕成果。

作为口岸城市，二连浩特承担

了“一带一路·光明行”蒙古国行动
中很大一部分活动宣传、术前筛查
和承接手术的工作。“蒙古国人民
和我们常来常往，是邻居也是老朋
友了，他们有需要，我们当然乐意
帮忙。”二连浩特市红十字会常务
副会长庞俊清说，作为政府在人道
领域的助手，红十字会就是要通过

“光明行”这种最能直接改善易受
损人群状况的活动，跟老百姓拉近
距离，倾听他们的声音，实实在在
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爱无疆界，善可达远。目前，
该行动已为 310名蒙古国贫困白
内障患者成功实施免费复明手
术。“东方省受益的患者非常感谢
医生以及实施这个活动的中国内
蒙古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及蒙古
国东方省红十字会。期盼这样的
人道救助合作能够更加深入地开
展下去，给更多的人带来帮助，让
我们共同为人道救助而努力！”蒙
古国东方省红十字会志愿者吉日
嘎拉图雅说。

11 月的呼伦贝尔草原已被白
雪覆盖，北风裹挟着寒气袭来。鄂
温克旗巴彦托海镇团结嘎查（村）的
牧民家里却暖意融融。一身黑亮毛
皮的獒犬在院子里打盹；七岁的小
孙女刚上小学，正趴在炕上写作业。
炉子上煮好了茶，两位老人因为高
兴，特意穿上了各自民族的传统服
饰，刘新华的天蓝色蒙古袍配同色
头巾，莫春良一身簇新的靛蓝色达
斡尔长袍，他耳朵不太好使，招呼客
人喝奶茶的声音爽朗洪亮。

“一开始看不见是在一年夏天，
我坐在门厅喝茶，喝着喝着发现，院
子里的拴马桩怎么不见了？眯起眼
睛也看不清。”今年 65 岁的莫春良
回忆当时的情景，用了几十年的拴
马桩像被“偷”走了，他有些慌，跟老
伴念叨了一回，晚上孩子们回家也
知道他的眼睛出了问题。

儿子儿媳孝顺，第二天就带着
父亲去了鄂温克旗医院检查，结果
是左眼患有白内障，需要尽快手术。
但家里当时经济条件无法负担
8000 元至 10000 元的手术费用，只
能暂时回了家。几年过去，莫春良
的视力越来越差，再也没办法放牧、
干活，走路也会被小石头绊倒，知道
家里条件不好，也不敢开口跟孩子
们说，“但是心里难受啊”。

直到 2015年，老人因为感冒又
一次去了医院，陪同的儿媳看见了
红十字会的手术车，正在宣传免费
筛查治疗白内障患者。了解情况
后，她很快回家拿齐材料办好手续，
当天，莫春良就在内蒙古自治区红
十字会“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的第
24号手术车上接受了手术。

“手术做得很好，我回来以后眼
睛就好了，外出找牛、看草甸子都特
别清楚。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感谢
红十字会！”莫春良说到激动处，忍
不住挥起手来。

刘新华也很高兴：“我们摊上好
时代了，头几年哪有这样的好事，没

了就没了。我们两口子可高兴了，
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我们值了！”
2017年，刘新华同样通过“光明行”
接受了双眼白内障手术，此前，她已
经视线模糊两年，如今“看什么都可
清楚了”。

老两口原本对治疗眼睛都不抱
期望，以为人老了“瞎”也是正常，只
是忧心自己给家里增添负担，儿媳
因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他们，只
能守在家里，无法外出工作。经过
免费手术复明后，现在家里养了一
头牛，平时由老人照看上学的孩子，
儿子儿媳都在城里找了工作，家里
的经济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今年顺
利脱贫。刘新华时不时还跟身边有
同样问题的朋友念叨，让他们做手
术，可以通过红十字会获得救助，

“一分钱不花”。
鄂温克旗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孙晓峰介绍，鄂温克旗是三少民族聚
集地，农牧民居住得比较分散，所以

“光明行”的前期宣传工作是重中之
重。为让更多群众及时了解到这项
公益活动的相关信息，各级红十字会
积极协调宣传部门，利用广播、电视、
报纸等不同方式，借助微信、网络平
台，采用张贴海报、悬挂横幅等多种
形式对群众进行“光明行”活动的宣
传。正是儿媳从电视新闻上看到了

“光明行”的信息，刘新华才知道免费
手术又一次来到了鄂温克旗。

同时，各级红十字会协同“光明
行”医疗队依托基层红十字组织，深
入嘎查村、自然屯，对本辖区困难白
内障患者进行细致、全面的摸底登
记，确保不遗漏每一例患者。特别
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边境地区，更
是加大工作力度，努力实现摸底范
围的全覆盖，力争让所有困难白内
障患者都能够享受到“光明行”的免
费医治政策。

刘新华紧握着孙晓峰的手不
放，说：“没有党的政策、没有红十字
会，我们就瞎了，瞎了就是另一种过
法了，孙子能摸得着，却不知道长什
么样子。现在好了，拴马桩改成了

秋千架，孩子们可喜欢了，天天
像过年一样高兴。”

对失而复得的光明，家住海拉
尔区的俄罗斯族老人曹秀彬同样爱
若珍宝。今年76岁的她喜欢种树、
种花，“到了秋天，五颜六色的花都
开了，我的心里特别高兴，因为那是
我劳动的成果”。在老人独自居住
的廉租房里，墙上挂满了她用枯树
枝、干花等制作的手工艺品和色彩
艳丽的画作。

可是，2016 年，曹秀彬的眼睛
却出了问题：“一开始是右眼，后来
左眼也看不清了，我特别痛苦，在家
里偷偷地流泪，不敢出门，也不敢告
诉孩子们，生活都成了问题。”

幸好“光明行”来了。2018年，
在海拉尔区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曹
秀彬分别在春天和秋天各做了一次
免费手术。摘纱布的时候，她心情
很好，眼睛看得清清亮亮，觉得自己
的幸福生活又回来了，“看见了太
阳，看见了光明，看见了希望”。

快乐的日子一如从前。今年春
天，曹秀彬把小区楼下一块原本堆
满建筑垃圾的空地清出来，种上了
百合、向日葵、芍药等鲜花。她将这
些幸福的点点滴滴都写在日记里，
不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丝寂寞，要每
天都生活得有价值。

像曹秀彬这样独居、生活困难
的受益患者，红十字会除了定期回
访，确保患者顺利恢复健康，还会
相应地给予帮扶。“我曾在凌晨四
点接到患者打来的电话，询问术后
用药的情况。”朝聚眼科医院医疗
队的负责人郭清表示，虽然手术车
能够开到患者家门口实施手术，为
行动不便、缺少路费的贫困患者解
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但术后回访
同样重要，因为大多数患者上了年
纪，需要有人指导、帮助用药和恢
复。

“感谢伟大的祖国，感谢红十字
会，关心我们弱势群体，给我们带来
了光明和希望。”曹秀彬如今双眼视
力均为 1.0，画画、做针线都不用戴
眼镜。旅游时节，通过出售手工艺
品和画作，老人的生活境况也得以
改善。今年 5月，在海拉尔区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完
成了登记手续，希望百年之后
能够捐献自己的眼角膜，“让
那些看不见的人重见光明。”

节奏明快的俄罗斯舞曲
响起来，老人在小屋里翩翩起
舞，笑容自信，像一朵向阳而生
的花。

在乌兰察布市的花村互助幸福
院，从自家危房搬到这里统一居住、分
户生活的赵桂英、赵荣贵夫妇同样受
益于“光明行”活动。老两口分别在
2015 年和 2018 年做了白内障手术，

“一开始，是他（赵荣贵）看不清，等他
做完手术没多久，我又发现眼里总有
黑点点，也看不清，两口子就这样你看
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地过。”赵桂英回
忆，直到去年她也做完手术，两人终于
又能清晰地看见对方了。

因为儿女都不在身边，老两口从
2012年就搬到了互助幸福院生活，在
这里，两人只需要承担水电暖等生活
费用，眼睛治好后生活能自理，闲了也
跟住在幸福院等其他老人聊天、串门、
下棋，过得舒适安心。

同样住在互助幸福院的崔佩珍老
人一直独自生活，因腿脚不便无法出
门，失明让她的生活更加困难，有时做
饭看不见，把洗碗布也一起放进锅里
煮。“现在眼睛亮盏盏的，什么都能自

己做了。”老人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
净，拉着红会的工作人员说着自己的
生活，得知老人需要老花镜，志愿者当
场跟老人约好时间，带她去找医生配。

为让更多偏远地区白内障患者得
到救助，“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不断
深入基层社区和农村牧区，将流动手
术车开到贫困患者身边，为他们就诊
带去更多便利。此外，公益活动还不
断发动基层社区组织、红十字组织和
志愿者，4年来，2200多名志愿者跋涉
在农牧区的乡间道路上，为患者提供
无微不至的照料。

因为母亲曾通过“光明行”社会公
益活动受益，又看见基层红会和医疗
队员的辛苦，呼伦贝尔牙克石市的包
英受到感召，也投身公益，成为一名红
十字志愿者。“公益活动让我的母亲重
见光明，我也要通过自己的付出回馈
社会。从事志愿工作 4 年多来，我见
证了医疗队员的辛勤付出，也感受到
复明患者的喜悦和感动。”包英说。

伴随时代的发展，“光明行”社
会公益活动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
展。

2018 年 5 月，活动组委会将关
爱青少年儿童眼健康护眼行动纳入
新一轮全区“光明行”社会公益活
动，累计为45.11万名青少年儿童进
行了视力筛查，并为 3000多名贫困
家庭真性近视青少年佩戴了近视
镜、为近 500 名斜视青少年实施矫
正手术。

今年6岁的侯垣镁是目前内蒙
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光明行”社会公
益活动救助患者中年龄最小的一
位。记者来到她家时，小姑娘在和
双胞胎妹妹侯垣琪嬉笑打闹，姐妹
花活泼可爱，正是童年最欢快的时
候。

“一下子有了两个孩子，负担还
是挺大的，再加上要给镁镁治眼睛，
我们本来也不宽裕，就更困难了。”
双胞胎妈妈李丽 30 多岁才有了两
个宝贝，原本十分开心，但镁镁的右
眼看不见东西，这让她和孩子爸爸
心急如焚，四处求医问药。

镁镁 4 岁时，北京同仁医院确
诊她的右眼是先天性白内障，需要
尽早做手术。这让夫妻俩犯了难，
他们都没有稳定工作，依靠双方老
一辈帮忙抚养孩子，家里的经济压
力陡然增加。但女儿的最佳治疗时
机也不能错过，正在夫妻二人为此
一筹莫展时，2018 年，李丽得知内
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光明行”社会
公益活动免费为白内障患者做手
术，夫妻二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

所在社区为侯垣镁报了名，提交了
材料。

“我们发现的时候也很惊讶，这
么小的孩子患白内障还是第一次
见，手术需要考虑因素很多。”海拉
尔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
由于儿童白内障手术必须在全
麻条件下进行，所以镁镁无法
在手术车上做手术，“我们一直
惦记着这个孩子，等到朝聚眼
科医院在呼伦贝尔的分院一落
地，立即跟医院协商为她进行
了手术。”

终于，镁镁本来看不清的
右眼能看清了，由于从小就看
不到，在眼睛训练阶段，小姑娘
还是习惯于用左眼看东西，不
敢用右眼，在大家的鼓励下，她
一点一点去尝试，如今右眼视
力已经恢复到了0.5以上，这个瑰丽
多彩的世界，终于一点一点展现在
她眼前。

“因为眼睛不好，孩子以前性格
比较内向，逆反心理也强，现在开朗
多了！”搂着两个孩子，李丽再三对
红会的工作人员和医疗队员表达谢
意。因为从“光明行”活动中受益，
李丽和丈夫也积极参加红十字会的
志愿服务活动。一次经过商场时，
看见红十字会的捐款箱，镁镁问：

“这是什么？”李丽带着她和妹妹一
起往箱子里捐了10元钱，告诉她们
这是为了做好事而设立的，镁镁至
今留着捐款赠送的小扇子，和妹妹
一起学会了上面的“人道、博爱、奉
献”几个字。

拴马桩和秋千架

“拨开乌云见太阳，教我怎能不歌唱”

“邻居”有需要，我们来帮忙

瑰丽多彩的世界一点一点展现

▲初冬的暖阳里，刘新华、莫春良夫妇携手走出自家院子

◀节奏明快的俄罗斯
舞曲响起来，曹秀彬在

摆满鲜花和画作的小屋
里翩翩起舞

▲11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红十字会
名誉会长布小林到呼和浩特朝聚眼科医院看望做完手术的受益患者，并为
他们送上慰问品

◀镁镁（右
一）和双胞胎妹
妹 琪 琪 在 妈 妈
的怀里玩闹

◀ 5 岁 的
阿雅拉宫（蒙
古族）右眼弱
视，通过“光明
行”救助，视力
恢复到了1.0

▶ 赵
桂英和赵
荣贵夫妇
互相望着
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