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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折翼天使”重新起飞

走路、挥手、跺脚……这

些平日里看起来再简单不过

的动作，却成为很多残疾儿

童家庭看到的“希望”。如何

给这些“折翼天使”重新插上

翅膀？我省自2012年起，实

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

工程，对0～6岁符合救助条

件的残疾患儿给予帮扶。如

今，这项惠民工程实施情况

如何？还面临什么难题？又

该如何应对？记者进行了采

访调查。

莫使民间绝艺
成昨天的故事

4年惠及5.2万名残疾儿童

“小宇今天穿上了一件带有喜羊羊图案
的衣服，我们今天和喜羊羊来个比赛，好不
好？”7月 15日上午，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小儿脑瘫康复治疗中心，来自汝阳县 3
岁的脑瘫患儿张涵宇正在接受第三个疗程
的康复训练。在康复治疗师的“指令”下，
涵宇用双腿配合做着功能训练，还不时眨
眼微笑。

涵宇能有今天的“进步”，与我省“0～6
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工程”分不开。
该工程于2012年启动，是对符合救助条件
的患有听力障碍、肢体残疾、脑瘫、孤独症、
智力残疾的贫困儿童实施救助，并对其手
术、康复训练、矫形器配置等费用给予资助，
每名患儿可享受不低于1.2万元的补助。郑
大三附院是11家省级定点救治医疗机构之
一。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5.2万余名残疾儿
童得到康复救助。今年，这项工程将再为
1.5万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救助。

亟待社会保障和资金支持

实践证明，0～6岁是残疾儿童康复的
关键期。“这个阶段儿童可塑性强，早期康复
不但可以减轻残疾程度，预防并发症和继发
残疾的发生，还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们重
建生活、学习及社会交往的能力。”省残联康
复部部长吴明生说。

而在现行救助政策下，由于康复周期
长、治疗费用高等因素，部分残疾儿童家庭
仍然面临不小的经济负担。据省残联提供
的调查报告显示，我省多数脑瘫患儿的康复
训练周期为2～3年，每月医疗救治费用需1
万元以上。另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76.7%
的脑瘫患儿家庭年收入不足6万元，并且多
数为重度脑瘫患儿。

“由于医疗资源条件有限、救助名额紧
缺，高昂的医疗费用并非一般患儿家庭承受
得起。”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现实的救助难
题亟待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和更多的资金
支持。

我省自2012年起累计投入专项彩票公

益金1.1亿元，先后有23项医疗康复项目纳
入新农合报销范围，9项康复项目纳入城镇
居民基本医保。

在康复工程的引领下，全省各地不断拓
展延伸服务内容。其中，郑州市将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的年龄范围扩大到 14周岁，并增
加了精神残疾儿童救助项目。

一些爱心人士也加入到救助行动中来。
汝州市金庚医院院长宋兆普主动承担贫困脑
瘫儿童抢救性康复工程项目，医院已累计救
助1118名患儿。作为省人大代表的宋兆普，
今年在全省“两会”上再次呼吁：“期待政府部
门增加财政资金支持，拓宽多种救助途径，给
残疾儿童更多的包容和关爱。”

“回归”社会一个都不能少

“面对这个特殊群体，不仅要帮助他们
恢复、改善身体机能，还要帮助他们回归社
会。”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我省有听
力、语言障碍的残疾儿童，80%已进入普幼、
普小阶段。

据悉，省教育厅、省残联于2015年 8月

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对辖区内未入学适
龄残疾儿童少年实施“一人一案”，提出安置
与个别化教育建议，让每一位残疾儿童少年
都能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

郑大三附院儿童心理行为中心医师王
亚哲深有感触。“我们这里大约有四分之一的
孤独症患儿，是被幼儿园老师发现行为习惯
存在异常。”她建议，搭建医疗康复机构与教
育机构融合的渠道，让残疾儿童早发现、早治
疗，早日顺利融入集体生活、接受正规教育。

在探索康教融合的模式上，驻马店市就
以康复中心为依托，成立了博爱幼儿园和中
西医结合康复医院，为留守残疾儿童制订“个
别化教育方案”，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残疾
儿童康复路径。

为努力实现精准化服务，提高残疾儿童
治疗和康复效果，记者获悉，我省下一步将
多方联动、整合资源，促进残疾人康复机构
与卫生计生、教育、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等部门所属和社会办康复机构合作；同时
将落实《0～6岁儿童残疾筛查工作规范》，
着力推进残疾预防，形成覆盖生命全周期的
防控体系，让“康复一个孩子，幸福一个家
庭”的梦想照进现实。⑥8

□本报记者 王平

醉心学术，一片冰心在科研

采访之前，李建生的同事曾“心有余悸”
地告诉记者：“从没见过在学术上这么认真
的人，跟他开业务会时，大家都怵他。”

但是，和李建生面对面交谈后，很快
你就能感受到他的平易近人。提到同事
对他的印象时，李建生会笑着给记者“补
料”：“他们常常会给我带些小零食，因为
团队学术讨论多在下班后，常常错过吃饭
时间，容易发生低血糖，怕我饿了之后脾
气大。”

这种鲜明的学术风格，源于他的研究生
导师、国医大师、河南中医学院老院长李振
华教授。“老师是典型的老一辈医学工作者，
医德医风高尚，治学极其严谨。”李建生说，
他读研三年，得到了李教授的言传身教，从
此在从事治学和科研时兢兢业业，丝毫不敢
懈怠。

1993年，李建生在上海中医学院获得
博士学位，就业前景一片光明，但他却选择
回到河南中医学院。“我认真考虑过，回到
学院，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考，结合临床实际
问题，有能力在中医科研领域做一些更有
意义的工作。”在规划学术方向时，李建生
给自己确立了“三个面向”，即面向行业重
要难题，面向患者迫切需求，面向国家重大
需要。

另辟新路，破除痼疾显特效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寿命的延长，老
年慢性病的防治正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
关注。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常见、高发的
老年呼吸性疾病是医学界的研究难题和
热点。

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当前发病几率呈
快速上升趋势。如果单用抗生素治疗，在临
床中还存在很多局限，如患者的肌体衰弱、

易发耐药、并发症多、多器官功能衰退，病程
长，生活质量低下等等。李建生通过中西医
结合，在西医治疗基础之上采用中医辨证治
疗，通过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使临床
治愈率提高了 46.43%，稳定时间缩短了 2
天，有效提高了患者生存质量。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由于较高的患病率、
致残率和病死率，是另一个让医学界重视和
头痛的课题，目前通用的化学治疗方法效果
并不理想。李建生提出了“正虚积损”病机
新观点，创新性建立了一系列诊疗方案和技
术，显著减少了病患的急性加重次数和持续
时间，延缓了肺功能下降，提高了生存质量
等。

“针对慢性病特点，我们的研究目标就
是提高疗效少花钱。”李建生说，每减少1次
急性加重，可节约直接医疗费用6167.4元，
有效减轻了病患的家庭经济负担，为帮助患
者战胜老年呼吸性疾病病魔提供了一条行
之有效的新路径。

倾力攻关，创新步伐无止境

在 20多年的课题攻关过程中，李建生
及其团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建立了呼吸疾病 8项中医辨证标准并
通过学会发布。这一成果大大规范了中医
对呼吸疾病的诊断标准，有效提高了中医临
床诊断效率，目前已在全国推广应用。

建立了 7 项诊疗方案、技术并转化推
广，提高了诊疗水平。创建的老年社区获得
性肺炎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和 6项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系列治疗方案，已经在全国十余
家三甲医院推广应用。

提出了病证结合疗效评价指标体系的
新模式，创建了突显中医疗效特点的病证结
合疗效评价指标体系和5个疗效测评工具，
为客观评价中医药治疗的疗效评价提供了
有效工具与方法。

研制了5项中医诊疗指南，建立了11个
呼吸疾病有关模型，开展了5项新药研发。

还有其他一系列学术成果。
这些成果显著提升了中医药学在防治

内科老年病和呼吸疾病领域的医疗水平，李
建生主持的“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证治规律
与疗效评价研究及应用”、“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中医诊疗关键技术的创新及应用”两个项
目，也先后荣获 2012年、2015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实现了我省医药卫生领域在
国家奖励方面的突破。

作为呼吸疾病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
人，李建生主持建立了呼吸疾病诊疗与新药
研发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带领校第一附属
医院建成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国家中医临
床研究基地，学校的中医肺病学科目前居国
内领先地位。

创新者的步伐从不停止。“现阶段，我们
新的攻关目标是肺纤维化。”李建生向记者介
绍说，这一研究已进行了3年，形成了有效处
方和辩证标准，并初步建立了实验平台。⑥8

老手艺面临“后继无人”

在首届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上，一只泥塑的小猴
子，手捧一个脸谱，运用丝线的巧妙连接和杠杆原理，使
猴子在左右晃动中灵活拆戴面具，憨态可掬的小泥猴把
围观的群众乐坏了。这种稀罕的玩意儿叫“猴加官”。

“猴加官”的猴同“侯”，猴子戴上脸谱官帽，寓意“封
侯又加官”。这门综合了“跳加官”及“新野猴戏”的技艺，
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如今传人只有88岁高龄的魏义民
一人。魏义民说，自己是“猴加官”唯一的传人，不能把这
手艺断到这儿。他希望通过参加各种展览活动，让更多
人了解、喜欢这门传统技艺并传承下去。

家住新郑耿坡村的耿发旺，今年67岁，是耿氏制香
的传人。他说，我们耿氏家族的制香技艺已经有1000多
年的历史了。因为做工考究、材料天然，耿氏香的造价较
高，根本竞争不过工业化生产的香，虽然发展受阻，但耿
发旺对此并不太在意，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技艺传承问
题。“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它是财富，也是文化，不能丢。
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嫌累、不挣钱，不愿学。”

而“黄河玉门号子”的传承人，如今只剩下一位78岁
的老人王小毛。没有了黄河长途船运，也就没人再跟着
这位老人传唱那粗狂有力的黄河号子了。

每一项老手艺都凝聚了老祖宗的智慧，见证着社会
文明的发展。然而，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如同猴加
官、黄河号子，许多民间传统技艺却正在遭遇“后继无人”
或传承断档的危机。

如何吸引年轻人关注

由兴盛变孤独，传统技艺渐成了“老年人说回忆，年
轻人听故事”，该如何避免民间技艺“绝活”成“绝唱”？

近年来，我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非遗技艺的保护和传
承，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
方针，加强对传承人和传承单位资金、技术、人才培养等方
面的扶持。“除了政策扶持，还积极推动民间手工艺传承走
进社区、走进校园等场所，意在唤醒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技
艺的保护和传承。”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刘春晓说，如夏邑
县火店镇中心校就把当地宫灯制作、剪纸等特色手工艺品
制作技艺引入到教学中，让老手艺的传承拥抱青春的气息。

黄河之畔，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澄泥砚传承人王玲，打
造了一种新的传承模式——青少年陶艺体验馆。“从
1989年到现在，培养了390多名学生。没有传承，何来
发展？”王玲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是技艺、经验、精
神的传承，必须让青少年参与进来。

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李桂玲同样认
为，要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创造机会让年轻人更多
接触传统手工技艺，让他们产生学习和传承传统民间技
艺的欲望。

“互联网+”模式打造新出路

民间传统技艺该如何传承和发展？多款传统手工艺
APP近期走红或许是一种成功的新探索。“东家”、“拾
翠”、“妙趣剪纸”、“手工客”、“榫卯”等一批互联网平台的
出现，让传统与现代、守旧与潮流产生碰撞的火花，让传
统技艺焕发勃勃生机。

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的有机共生，让手艺人看到光明
前景，有利于避免传统技艺失传的危险。借助“互联网+”
的模式，传统手艺人有了精准的目标客户和有效的供需
链，可以建立起优质的品牌形象，同时，在与客户交流过程
中也会碰撞出创作火花，让传统技艺愈发丰富厚重。省非
物质文化中心主任裴景岭说，手艺人既是“匠人”，也是商
人，只有让技艺产品走近百姓，才能继续“活在民间”。

“传统的手工艺品是一种有温度的情怀，在这些APP
的平台上，我不仅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也希望通过购
买方式支持一些即将消失的传统手艺。”家住郑州的王璐告
诉记者，这些平台还能以图片、视频等方式展示制作过程，
讲述匠人与行当背后的故事，让消费者体验传统技艺之
美，比如，不用一颗钉子就可以制造出一件家具的卯榫工
艺。⑥8

他，4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刷新了医学界对河南中医药学的认识——

叩开中医药学宝库之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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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小娟

打铁、刺绣、油纸伞、手工弹棉花……这些曾

经耳熟能详的老行当和传承了上千年的民间技

艺，如今还有多少人了解？随着时代的变迁，这

些曾经走街串巷随处可见的手艺绝活已渐行渐

远，要么以“博物馆式”保存，要么被遗弃退出历

史舞台。

“老祖宗留下的老手艺，到了我们这一代就断

了。”这是记者在7月16日举办的首届河南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上听到最多的感慨。在趋向量化、规

模化生产的现代化市场上，老传统、老技艺生存空

间不断被挤压，直接导致了传承难、发展难。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对于河南医学界来说，2015年

是“中医药年”。河南中医药大学副

校长李建生教授凭在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中医诊疗关键技术上的成果，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他

继2012年获奖后再次获此殊荣，是

我省中医药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

突破。

是什么原因，让他在短短 4 年

内，两次叩开中医药学宝库的大门？

7月18日，记者采访了李建生教授。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小儿脑瘫康复治疗中心的康复治疗师正在给患儿开展
康复训练。张利红 摄影)

李建生（前排中间）在与团队成员讨论研究问题。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小儿脑瘫康复治疗中心的康复治疗师正在给患儿开展康复训练。 张利红 摄

民间绝艺期待传承。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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