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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2015 年项目年报 

 

一、 项目简介 

1、项目背景 

为改善贫困地区缺医少药现状，维护妇女健康权益，2003 年 7

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品牌公益项目——“母亲健康快车”正式启

动。通过募集善款，购置医疗救护车，免费捐赠给贫困、边远、少数

民族地区的县级妇幼保健院，由当地妇联组织协同医院共同执行。 

2、项目目标 

以流动医疗车为载体，使每辆车发挥出培训与宣导、筛查与体检、

预防与救助的卫生健康服务平台功能。 

3、项目资助标准 

5元 帮助一名贫困母亲得到最初级的健康教育 

200元 帮助一位母亲进行两癌筛查 

6000元 购置一个妇女医疗急救箱 

10000元 救助一名贫困两癌患者 

20000元 可以为基层医院配备一个胎儿监护仪 

30000元 可购置一台车载黑白超声诊断仪 

10—12万元，可购置一辆“母亲健康快车”（不含专用医疗设备），

每年能使 6000名贫困母亲免费得到健康服务 

二、2015年度项目社会捐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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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母亲健康快车”共募集项目资金总额为 2581.3416万

元。 

三、2015年度项目执行情况 

1、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继续围绕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2014-2018发展规划，扎实推进各项

工作开展。母亲健康快车首次投放境外，帮助尼泊尔人民进行灾后重

建，为当地妇女儿童送去健康服务。医疗救助项目在“两癌”救助的

基础上，新扩展了血友病关爱项目。基层医生培训人数大幅上升，并

且关注到村医这个群体。持续聚焦乳腺癌等疾病，加大与医疗机构、

国际机构的合作，成立乳腺癌防治基金，继续实施女性心理心脏公益

项目、“导乐分娩关爱服务”等项目。  

2015 年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15 个省区市发放母亲健康快车

180辆，项目投入资金 2585.3416万元，义诊咨询 4110315人次、健

康普查 5529537 人次、健康培训 1174088 人次、救助 101306 人次、

运送孕产妇 120840人次、发放药品 1000余万元。拟救助 9906名“两

癌”患者，100名血友病患者发放每人 5000-20000万元救治费用。 医

生培训共向 10个省区市开展了 29场医生培训，2.1万余名医护人员

及村医开展了培训。 

2、项目实施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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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实施效果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坚持“送健康理念、送健康知识、送健康

服务”的宗旨，以开展健康教育、妇科病检查、接转孕产妇、基层医

师培训、妇幼服务能力建设等为主要内容，充分发挥项目在提高妇女

健康水平、推动落实“两纲”重点难点指标中的重要作用，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对于受益地区妇女儿童来说，通过“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的实施，

提高了农村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促进了妇女病普查工作的开展，提

高了孕产妇、儿童保健工作的效率，降低了部分患者的就医成本。 

对于项目执行医疗机构来说，“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为其带来的

不仅是开展业务的便利，更重要的提高了机构的知名度，增加了收入，

并且通过项目实施为其培养一支留得住的高素质医疗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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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妇联和卫生部门来说，通过“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实施锻炼了

一批服务妇女儿童的基层干部，提升了服务意识，增强了专业服务能

力。 

对受益地区来说，“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不仅有利于提高当地的

医疗卫生水平，而且通过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维护妇女权益的落实，

促进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为实施地区实现“两纲”的要求，增进

社会安定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受益人故事 

案例 1  长阳妇幼成功营救一孕妇 上演感人生命接力 

呤呤……“是长阳妇幼保健院吗？我是资丘的….”2015 年 2 月

3日下午，长阳妇幼保健院妇保科的彭爱玲主任接到了这个紧急求助

电话，焦急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彭主任在询问了孕妇的基本情

况后，得知这位孕妇居住在我县资丘镇天河坪村二组，现年 34 岁，

此次怀孕为第二胎，孕 32 周，当天孕妇出现腹痛，在赶往县城的路

上腹痛加剧，出现早产征兆，于是孕妇家属就打来了这个求助电话。 

彭主任在接到电话后，立即向院方汇报了这一情况，考虑到早产

已难免，从家属提供的信息来看，孕妇到达县城至少要三个小时左右，

为确保母婴的安全，院领导果断决策，让家属走高速公路，同时我院

救护车从县城出发进行接应后直接送到市级医院进行抢救。 

时间就是生命，一场营救产妇的爱心接力正式上演，患者的信赖

重于泰山，妇幼保健院迅速启动急救预案，开通绿色通道，组织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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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丰富的 5人抢救专班进入工作状态。 

下午 4点多钟，我院的救护车接到了该孕妇，经过医护人员检查，

此时的孕妇宫口已基本开全，先兆早产已经难免，抢救专班一方面严

密观察病人的情况，一方面讨论孕妇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并做好了

随时接生准备，同时也与市中心医院取得了联系。 

 

当救护车行至高速公路点军区联棚段时，孕妇情况十分危急，宫

口已开全，眼下，车子正在高速路上，时间就是生命，抢救专班果断

决定，停靠路边，就地接生，此时的救护车成了临时产房，妇产科医

生彭爱玲、蒋轲、护理人员刘莉经过近 40 分钟的努力，大约 6 点左

右，艾女士顺利产下一名女婴，婴儿娩出时，重度窒息，儿科医生赵

宇凭着娴熟的技术进行了新生儿复苏处理，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声

传出，车上的医护人员悬着的一颗心才稍微放下了一点，此时的车窗

外寒风刺骨，抢救专班人员已全身湿透，车内却充满了融融的暖意。 

此时的高速交警也赶到了现场，一路警车开道，将虚弱的母女送

到了市中心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等把一切处理结束，医护人员返

回长阳县城时，已是晚上 10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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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102团“母亲健康快车” 

送医送药到棉田 真心关爱拾花工 

进入 10 月以来，气温下降，早晚温差较大，许多拾花工出现了

感冒发烧，咽喉痛等症状，102团妇联积极组织医护人员乘坐“母亲

健康快车”，身挎药箱，备好常用药，深入田间地头，为拾花工们看

病送药，用一片来真情呵护关爱外来季节拾花工，让他们在异地他乡

也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 

黄玉华是一名来自甘肃通渭的拾花工，在拾花期间由于连续劳

累，胳膊和手腕出现肿胀症状，102团妇联组织的医护人员来到拾花

田间现场看病就诊，叮嘱讲解有关防病治病医疗知识，并为她贴上了

伤湿止痛膏，这让黄玉华倍感温馨。“我们拾花工来到 102团拾棉花，

有个头疼脑热，人家医生都跑到地里来给看，胳膊疼了也送膏药，我

们拾花工很安心，心里很舒服。” 

自“三秋”拾花工作全开始以来，102团妇联的健康快车经常巡

回在各农业连队拾花地头开展医疗服务，团场卫生防疫部门的医护人

员深入各连队拾花棉田为正在辛勤劳作的拾花工们看病送药，现场为

讲解预防感冒、小创伤的医治各种扭伤等医疗卫生知识，让拾花工们

有病能够得到了及时诊治，真情送上关爱之心，不仅让许多外来季节

拾花工们享受到了热情周到的医疗服务，而且还真正感受到了人文的

关怀。 

在 102 团七连拾花的山东菏泽拾花工刘米爱深有感触地说：“我

来 102团已经有三年了，在这里拾花挺好也挺安心，像我们拾花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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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头疼发热的，这里的医生送医送药给俺们看病，来到 102团挺好，

挺安心，也挺放心的。” 

由于 102团在“三秋”拾花期间，用真情处处善待外来季节拾花

工，为外来季节拾花工们全方位提供防病快捷的医疗服务，看病送药

到田间，行之有效解决了拾花工看病就医的困难，节约了他们的拾花

时间，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生产积极性，确保了秋收工作的顺利进行。 

案例 3  两癌普查为妇女健康保驾护航 

2015 年 6 月 24 日，“母亲健康快车”两癌普查专班赴屈家岭管

理区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两癌筛查。当家住长滩办事处的雷发荣来检

查时，乳腺科主任黎峰发现其右乳有一蚕豆大小肿块，经验丰富的黎

主任立即意识到这是乳癌的早期症状，当即建议其入院做手术切检。

黎主任耐心细致地向雷发荣及家属讲解乳癌临床分期与治疗效果的

关系，反复强调“早诊早治”的好处，同时向院领导汇报反映雷发荣

家庭的实际情况，恳请给予特殊照顾和考虑。院长李堃当即表态，要

求尽快安排患者住院，院方将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 

乳腺科及时完善相

关辅助检查，初步诊断

为右乳癌，左乳纤维腺

瘤。黎主任立即组织进

行院内会诊，并制订了

规范、合理、经济的诊

疗方案。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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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身麻醉下实施了双乳肿块切除术，术中对右乳切下肿块送快速病

检，结果显示右乳浸润性导管癌，即行右乳癌改良根治术。术后恢复

良好。住院期间，黎主任和李小平护士长安排专人为其护理，专人进

行健康教育与心理疏导，专人进行术后康复训练指导。出院结帐时，

还为其减免了 2000元住院费。 

现在，雷发荣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她逢人便说：“妇幼保

健院到农村做免费两癌普查太好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

发现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去治疗。乳腺科的黎主任就是我的救命恩

人，医生、护士们就像我的亲人，照顾我、帮助我，还在经济上给予

我最大的帮助，我太感激了！妇幼保健院就是我们妇女同志身体健康

安全的保障啊！” 

 

六、项目重点活动 

（1）中国人保新疆发车仪式 

2015年 9月 11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第三批捐赠新疆“母亲健

康快车”发车仪式在乌鲁木齐市隆重举行。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

会副主任、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

理事长甄砚，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中国

人民保险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盛和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

长张建岷，33 个项目县（市）妇联和妇幼保健院的代表出席发车活

动。会议由新疆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侯汉敏主持。 

活动中，张彦和张建岷共同向新疆妇联递交了捐赠牌，与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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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项目执行单位代表颁发了“母亲健康快车”金钥匙。随着艾尔肯•

吐尼亚孜的发车令，33 辆“母亲健康快车”携爱启程，将开赴新疆

13个地州（市）的 32个县市。 

此次中国人保捐赠的 33辆“母亲健康快车”在原有基础配置上为

每辆车增配 B超仪和多普勒胎儿监护仪，适合在交通线较长，医疗服

务半径大的农牧区开展义诊普查、转运抢救危重病人和妇科常见病筛

查活动，特别在转运危重病人和高危孕产妇方面将发挥“及时雨”的

作用，成为保护牧区母亲生命安全的“健康车”。 

 

（2）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发车仪式 

2015 年 11 月 25 日上午，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共同在北京举行了“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全国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

士余，全国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谭琳，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工会主席王纬等领导出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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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车仪式上，宋秀岩代表全国妇联感谢中国农业银行再次捐赠

500万元用于“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并向中国农业银行颁发了捐赠

证书；宋秀岩和刘士余共同向受资助地区妇联代表颁发了“母亲健康

快车”金钥匙。最后，随着宋秀岩下达的发车令，40 辆满载农行人

爱心和祝福的“母亲健康快车”开赴内蒙古、河北、湖南、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为当地妇女的健康检查、疾病救治、孕产妇卫生保健提供

服务。 

 

（3）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发车仪式 

2015年 12月 8日下午，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

京举行“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洪章、监事长郭友，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谭琳，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及中国建设银

行员工代表、受助人代表、媒体代表出席活动。 

  捐赠暨发车仪式上，沈跃跃代表全国妇联感谢中国建设银行长期

以来对“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今年再次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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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 700万元，并向中国建设银行颁发捐赠证书，向 5岁的受益儿童

剡睿远赠送了“母亲健康快车”车模。谭琳接受中国建设银行捐赠。

现场领导共同向甘肃、广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北 6省区妇联代

表颁发母亲健康快车“金钥匙”。沈跃跃下达发车令后，47辆“母亲

健康快车”将陆续开往六省区的贫困县乡。 

  “母亲健康快车”配有病床、氧气、超声诊断仪和心电分析仪。

可为经济相对落后、交通不便的贫困山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义诊、

免费健康检查，发放药品及健康资料，免费接送孕产妇住院分娩，进

行基层医务工作者培训等，成为当地的“流动医院”，广受村民们的

好评，被亲切的称为“爱心车”“救命车”。 

 

七、 荣誉榜 

“母亲健康快车”助力我国跻身世界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ＴＯ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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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务院发表《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中， 指

出“母亲健康快车”“贫困母亲两癌救助”等公益慈善项目，在积极

开展帮助患病贫困妇女、改善生存与发展状况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