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总干事的话話

不斷改進的動力

无国界医生（香港）
新任总干事 胡笙

我非常荣幸接替卡磊明先生，成为无国界医

合作，自2016年起，在当地提供首个免费治疗

生（香港）新任的总干事，并为《无疆》撰写

丙型肝炎服务。本期的「图片特写」，会分享

本栏目。作为读者，我一直很喜欢《无疆》，

这极大努力过程中的点滴。

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到无国界医生工作的多
元化。以本期为例，它涉及到我们不同工作范
畴，从治疗战争中有形及无形的伤口，到探讨
我们如何改进治疗和医疗设施。

无国界医生还致力改善其硬件设施。试想下你
在南苏丹摄氏40至50度的高温下发烧，而你
需要在帐篷或铁皮屋，这些令你更热
的地方接受治疗，你的感受会如何?

战争不仅让人身受创伤，也会造成无形的伤

在 「 救 援 冷 知 识 」， 我 们 将 介 绍 后 勤 团 队

口，从内心深处把人吞噬。当我在阿富汗时，

为应对这些问题，如何建成组合式的

我看到人们即使幸存，内心却因失去挚亲而心

医院，为病人和医护人员提供一个合适的治疗

碎。正因如此，在冲突地区中，我们绝不能忘

环境。

了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本期「封面故事」会以
伊拉克为例，探讨当地战事如何在人们的心灵
上留下伤口。无国界医生向他们提供救命医疗

我们的救援队每天在全球不同角落向人们提供
救命医疗援助时，都要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伊拉克：看不見、
抹不掉的戰爭創痛
一名腹部和腿部受重伤的女孩，正在伊拉克摩苏尔以南的无国界医生前线创伤诊所接受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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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的同时，还提供精神健康服务。

我们持续需要你们的支持，同时也希望让你能

叙利亚是另一个被战火蹂躏的国家。我们来自

些人道危机，谢谢关注我们的网站和微博。

中国内地的麻醉科医生李雪峰，今年到过叙利

本期《我问无国界医生》也请来不同救援人员

亚北部进行救援工作。在「救援实录」，他分

回答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不保，暴力、流徙和离散更成了人们挥之不去的伤痛。

在我执笔之时，已有近60万名来自缅甸的罗兴

在第二大城市摩苏尔（Mosul）城西的无国界医生医院外，萨米尔（Samir）四岁的儿子坐在

享了第一次处理与地雷有关的大型伤亡事故的
经历。我在办公室与雪峰见面时，感受到他满
腔热诚与决心，希望改进自己成为一位更好的
医生去照顾战争伤者，这令我留下很深刻的

更近距离地看看我们的前线工作和深入了解一

亚难民自8月起逃难到孟加拉国，滞留于极度
恶劣的环境之中。无国界医生正扩大我们在当

印象 。

地的紧急救援行动，同时，我们要求立即能进

这种不断改进的动力一直都流在无国界医生的

保被困于当地的人们可以获得医疗护理。

入缅甸若开邦（Rakhine State）工作，以确

血里。要在三个月内成功治疗丙型肝炎病人，
并且不具太多副作用──这在「直接抗病毒药
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s，简称DAAs）
面世前，曾是天方夜谭。虽然DAAs价格
昂贵，无国界医生仍然能与柬埔寨卫生部门

因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伊拉克再次成为国际新闻的重点报道对象，焦点大多集
中在众多交战方间的战况。然而，根据联合国资料，自2014年战事全面扩大起，已造成超
过340万名伊拉克人无家可归1。冲突前线上的居民除了不时被战事波及而受伤，甚至性命

他的大腿上，吃着一块巧克力饼干，暂时把他从刚经历的恐怖记忆中解脱出来──他们家位于
伊拉克部队和伊斯兰国的交战区旁边，一个迫击炮弹就这么落进他妻子、妹妹及幼子所在的
房间。萨米尔设法把妻子和妹妹从瓦砾堆中救出来，但当他移开所有砖块，发现自己一个月
又五天大的幼子时，孩子却已经丧命。萨米尔不断安抚几近崩溃的母亲。「两个孙子，一个是
饿死，另一个是被迫击炮炸死。我把他们埋在花园里......」她哭道。
在伤势稳定后，萨米尔的妻子和妹妹被送上救护车，准备转送到另一间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封面图片：

他唯一幸存的孩子和伤心欲绝的母亲也上了车。他们是能够逃出这座围城、获得救命医疗

一名男童在逃离伊拉克摩苏尔时背部中枪，

援助，并继续疗愈之旅的幸运者之一。

在无国界医生的设施接受康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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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有德医生（左）6月到伊拉克摩苏尔以南一个项目
进行救援工作，为期一个月，亲眼目睹战争对民众
造成的创伤。
Photo source: Mohammed Nawfal

2017年上半年里，无国界医生在
伊拉克的工作包括︰

真實戰爭的樣貌 （節錄）
我之前在香港的急诊室工作，有时会听到朋
友形容那里宛如「战场」。那时我会笑着认同
他们。我从未知道那时我有多错。
在哈曼阿里尔（Hammam Al Alil），好像每
个病人的身体都总有残缺，而很多人还失去
了家人。我有一个年老病人，他在一次爆炸中
受伤，失去右臂。我也遇见一名在今年3月颈
部中枪的小孩，现在他双腿已不能再动。
提笔半小时前，我诊治了一个来自摩苏尔的小

在摩苏尔以南的无国界医生创伤诊所，一个男人与他

女孩。她在四天前因爆炸受伤，但被摩苏尔激

多年來的多重創傷

的姐妹相拥，二人因战火而无法相见超过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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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战斗所包围，直到今天才能逃出来。她的

然而，有些伤痛是看不见，也难以磨灭的。

仍在临时营地里等候重返家园的机会。无国界

衣服看似多天没有清洗过。她不停地哭，尝试

即使已经逃离战区，许多人仍担心自己的

医生在当地开设诊所，除了医治人们身上的

阻止我们触碰盖着伤口的敷料。当我们尽力尝

安全，对未来也几乎不抱期望。

创伤，并有一支由心理专家和精神科医生组成

在安巴尔（Al-Anbar）省、超过五万人居住
的阿米利亚法鲁贾（Amiriyat al Fallujah）
流离失所者营地里，无国界医生的精神健
康项目经理、本身也是心理医生的罗比颂
（Melissa

Robichon）曾经与一些陷入困境

大腿内侧有个很深的伤口。她身形瘦削，脸和

试在不弄痛她的情况下检查伤口时，她的母亲
握着她的双手。她的伤口真的很深，过去四天

的团队，治疗看不见的心理创伤。

她一定过得很辛苦。

罗比颂解释，暴力、流徙和离散，都是导致精

在伊拉克一间无国界医生医院，精神科医生利用这

我的双眼和喉咙不由得酸起来。我与她的母

神健康问题的众多因素之一。她说︰「所有人

些图画帮助儿童说出他们的经历与创伤。

亲对视。我想，比起她的母亲过去数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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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我的感觉应该算不上什么。

都受到了冲突影响，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

的居民谈过。「多年来，伊拉克人经历了很多

来。」比如男人会因无法提供家人所需而感到

也许这是她在摩苏尔战役后，唯一一个幸存的

创伤事件，当他们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故事时，

自己无能，有时甚至以具侵略性的方式表达心

孩子。

常常是从2003年讲起。在那之后，他们就生

理痛楚；妇女则社交圈子受打击，她说：「丈

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暴力之中。」

夫不在身旁的妇女，由于无法单独外出，在营

安巴尔省是伊拉克最大的省份，2014年，
该省遭伊斯兰国控制，大批民众逃离家园。
两年后伊拉克政府军重夺控制权，但很多家庭

中甚至会变得相当孤立。」

这是真正战区的样貌。
伍有德医生是来自香港的急诊室医生，2017
年6月，在摩苏尔以南的城镇哈曼阿里尔展
开他首个无国界医生救援任务。他于8月初
完成任务返港。
全文请见无国界医生博客：msf.hk/blog

无国界医生的流动手术拖车「MUST」今年较早前获

未來的挑戰
至于孩子和青少年则是特别脆弱的一群，

调派到摩苏尔南部。
©Francois Dumont/MSF

伊拉克地图

这些心理创伤将对他们的长远发展造成巨大冲
击，可导致他们日后出现情绪控制困难、学习
障碍，乃至不顾自己健康的危险行为。因此，

戰爭不等人
流動手術拖車應運而生

无国界医生的社区工作员会到学校及营区与他
们接触，并提高父母对子女心理创伤症状的认
知和关注。

在像伊拉克摩苏尔这样的冲突区，救命手术

不过，接下来还有很多挑战。与精神疾病有关

的需求量可以很大，但战线同样可迅速变化。

的污名，以及心理医生与精神科医生的短缺，

无国界医生团队需要快速移动，以便及时救

也让心理护理服务相当匮乏，让患者只能独自

治伤员，同时又必须保障救援人员和病人的

处理心理伤痕。因此，无国界医生在训练当地

安全；如果战火过于迫近，还要能够撤离。

员工上投入相当努力。尽管要发展一个强健的

所以想要找到一个永久性的手术设施并非总是

心理支持体系需要大量的时间与心力，但对伊

可行，但想在像帐篷这样的临时设施中维持无

拉克的未来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

菌环境，却又具相当挑战。于是，流动手术拖
车「MUST」（Mobile Unit Surgical Trailer）

无国界医生在伊拉克的救援项目

的构思便应运而生。
MUST是无国界医生的一个「即插即用」
方案。由五个货柜拖车组成的MUST，含有手
无国界医生的精神健康人员正在伊拉克东北部的哈奈
根（Khanaqin）营地，与流离失所者进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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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动笔之时，哈维杰（Hawijah）周边的军
事行动仍在继续。无国界医生团队已投入对战
争伤病者的救治，并在哈维杰南方的流离失所
者营地内提供初级医疗护理。与此同时，在尼
尼微（Nineveh）省，无国界医生在经历了九
个月战斗的摩苏尔市内外持续工作；在另外九
个省份，组织也正提供紧急与外科护理、对营
养不良儿童的治疗喂食、妇产护理、精神健康
服务，以及非传染病的治疗。

术室、危重症监护病房、消毒室、药房及后勤
物资储存室，拥有发电机和储水装置，并能在
前线独立运作至少24小时。
今年前阵子，这组装备首先被派遣到摩苏尔南
部距离战线仅四公里处。参与了MUST从建造
到在前线启用的整个过程的无国界医生后勤人
员赫莱─科尚斯基（Piotr Hleb-Koszański）
回忆说，当时需要在16天内把MUST组装完成，
以便运送到前线，因为「战争不等人啊！」
他和同事们最终于时限内达成任务，并在伊拉
克见证MUST几乎每天都收治了许多伤员。
他说：「我不记得我们到底救了多少人和做过
多少例手术，但我记得很多张被我们帮助过的
脸孔。」

图片特写寫
柬埔寨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人们需为医
疗服务付费。据估计，当地有30万至75万丙肝病人，
然而丙肝治疗的高昂费用阻碍人们获得治疗。
©Todd Brown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Phnom Penh）的波列

无国界医生自2016年10月起，与当地卫生部

科萨玛医院（Preah Kossamak Hospital），

门合作，引入快速检测诊断和使用DAAs来治

无国界医生的丙型肝炎（丙肝）诊所位于一个

疗丙肝，是柬埔寨唯一一所提供免费丙肝筛查

不起眼的地库，却见证了病人排着长队等候的

和治疗的设施。在该项目工作的无国界医生

情景，平均每天有100人前来求诊。

救援人员陈医生（Dr. Theresa Chan）忆述

丙肝是由经血液传播的丙肝病毒引起的一种
肝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估计有
7,100万人感染慢性丙肝，每年约39.9万人死
于此病。据估计，柬埔寨约有2%至5%人口感

柬埔寨

一位病人曾对她说︰「『我知道这些药很贵，
前天我把一片药掉到地上，感觉自己的心都掉出
来了。』我想人们都很珍惜自己能获得治疗的
机会。」

染了丙肝病毒。虽然治疗成效高、副作用低

因为药物价格高企，需要治疗的病人太多，

的新药「直接抗病毒药物」（direct-acting

无国界医生只能优先治疗那些病情恶化风险最

antivirals，简称DAAs），早在三年前已面

高的病人。还有很多人也需要这些新药，因此

世，然而DAAs价格高昂，是柬埔寨人均月入

药价高得病人无法负担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的六倍，故不少病人都无法负担适合的丙肝

首個免費治療
丙型肝炎服務

治疗。

由于柬埔寨医护人手有限，加上缺乏快速诊断的

无国界医生的药房职员正替病人准备丙肝新药DAAs。

医护人员用肝脏纤维扫瞄量度病人肝脏的软硬，

50岁的萨沃（Din Savorn）从无国界医生的诊所复诊

能力，导致患病个案积压。目前，无国界医生的项目

此前丙肝的治疗需时24周到48周，每周都要进行令

并检查是否已出现肝硬化。肝硬化往往是因病人患

后回到家里，陪伴女儿完成功课。这天他收到治愈丙

有超过3,200位患者等待接受诊断。

人痛苦的注射。DAAs不但更有效，对病人的副作用

上丙肝多年后，肝脏逐渐出现结疤所致。

肝的好消息。然而，仍有很多人在等待治疗，想要惠

©MSF

更小，而且疗程只需12周。

©Todd Brown

及全球的病人，药物的价格必须迅速下降。

©Todd Brown

©Todd Brown

救援冷知识
无国界医生后勤人员正在架设组合医院。铝制模块无
需水泥地基，底部由支架支撑，可调节高度和角度。
©Carlos Cortez/MSF

可根据地面不平情况而调节高度和角度。它的
物料 轻 巧 、 隔 热 ， 并 有 自 然 通 风 系 统 调 节
室内温度。它还可再组装和再利用，寿命长达
30年。一个模块可于八天内安装完毕，人手只

科尔特斯（前排右一）与多罗梦幻队伍部分成员合照

需八名普通工人和一名技术人员。

©MSF

2016年7月中，无国界医生后勤部门收到内
部需求指示，要在2017年5月多罗的雨季来临
之前，建立一间妇产医院。他们需要九个基
本模块，去组成四座建筑物，分别是产科部、
住院部、新生婴儿护理部，和急诊室。
2017年3月，相关物料运达多罗。由于当地安
全局势严峻，工作人手有限，团队面对一系
列艰难挑战，并需要格外谨慎。负责这个建筑

南蘇丹

项目的无国界医生建设专家科尔特斯（Carlos

烈日下的
組合醫院

重要。」
经过整整三个月的工作后，项目在雨季来临之
前终于完工了。这对于一间1,350平方米的医

用当初开项目时架设的同一些帐篷，但其实那

疗设施来说，是非常不俗的进展。现在医院里

环境恶劣的偏远地区。在那些没有现成建筑设

些帐篷当初只为应付短期的紧急状况而设计，

有足够的工作空间，内里更凉爽，舒适度大大

施的地方，组织便需要用帐篷和其他临时结构

而且帐篷内极度炎热且光线不足。团队也曾

提高，清洁和防控感染措施更加有所保证。

材料，为我们的病人创建救命的医疗设施，

设立过几间由集装箱改建的设施，但跟帐篷

但情况往往都不大理想。过去数年，无国界医

一样，内里炎热难耐。队伍还试过建设了几座

后勤团队或许不能直接治疗病人，但他们能够

生一直尝试寻找更合适的预制组件结构，以便

较凉快的砖造设施，但所需物料不是当地欠缺

建设更好的医疗设施，为我们的项目带来更好

更能适合各地不同项目的需要。这推动无国界

供应，便是质量太差。

的护理水平。

并率先在南苏丹的多罗（Doro）采用。

©Carlos Cortez/MSF

Cortez）直言︰「每颗螺栓、螺母和垫圈都很

无国界医生的前线救援项目往往开设在气候

医生的建造队伍发展了创新的「模块」概念，

完成的组合医院

有鉴于此，这次的新构思便是透过架设一些
「基本模块」，组成更大的建筑物。每个基本

无国界医生在多罗已工作多年，尽管几经

模块的面积为90平方米，可相互连接。这些

努力，设施的状况仍是不太理想──我们仍在使

模块不需要打水泥地基，底部由支架支撑，
在新医院内诞生的首名婴儿
©Viviane Mastrangelo

救援实录
在叙利亚北部一个营地，无国界医生的物理治疗师

全麻气管插管时，竟然发现他的脑袋上也炸

正治理一名双腿截肢的男子。他逃离拉卡时，因踏

了一个洞，赶快用两块无菌纱布先覆盖上。

中爆炸装置而受伤。
©Agnes Varraine-Leca

其中两位伤者由于失血过多，急诊护士一直

他的伤势令我感到揪心，心想他八成醒不过
来了。出乎意料的，在复苏室里所有接受过
手术的伤者之中，他竟然是第一个醒过来的。

很难开通静脉。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工作多

他苏醒后，还给复苏室护士讲述了他受伤的

年后去进修所花的时间没有浪费，之前在浙

经过。原来他们是拉卡南面一个村庄的平

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修时掌握的颈内静脉

民，这几天村庄刚刚被「叙利亚民主力量」

置管可以用上了，很顺利的给这两个病人都
穿了深静脉。可惜最终只保住了其中一名
伤者的命，另一名伤者由于伤势太重最后死
去了。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从「伊斯
兰国」（I s l a m i c S t a t e ）手里攻占下来，
此 前 一直被困住的大量村民开始朝我们医院
的方向逃。然而，路上埋了很多地雷，村民

有一位男伤者，他的双腿都因毁灭性爆炸

在逃难的路上，有人踩到了简易爆炸装置，

而承受重创。评估后，我们的骨科医生说

同时引爆了附近很多连环雷，当场就炸死了

没办法修复了，两条腿都要截肢。我在给他

许多人，包括伤者的两个儿子。
后来，我又从项目的医疗统筹那里得知，

敘利亞

戰爭和地雷
陰影下救護生命

李雪峰是来自中国新疆的麻醉科

救护车送伤者前往医院的路上，有三名伤者

医生，他继2015年7月参与无国

死去，活着到达医院的只剩下八个人，在急

界医生在巴基斯坦的救援任务后，

诊室抢救过程中又有一人死去。这群逃难的

于2017年7月至9月间在无国界医生

平民里，只有七人最终活着进到了手术室。

位于叙利亚的救援项目工作。

我 这 次 救 援 工 作 的 项 目 所 在 地 位 于 叙 利 亚 北 部 的 塔 勒 艾 卜 耶 德 （ Ta l A b y a d ） ， 距 离 拉 卡
（Raqqa）一小时车程。刚刚抵达，就听取了项目统筹给我们做的安全简报，讲述如何识别地
雷和简易爆炸装置。之后两个月的救援生涯，令我体验到地雷给这一地区的平民带来的灾难性
影响。
8月的一天早上，我和我的麻醉助手一起，先给一个准备做双下肢骨折外固定手术的病人做了腰
麻（注︰脊髓麻醉），随后又做了几个全麻（注：全身麻醉）清创。接下来的是一台为病人脚
踝骨折外固定的手术，我刚刚让病人把姿势摆好，正待麻醉助手打腰麻，急诊室突然跑来人，
说门口来了好多被炸伤的人，非紧急的手术全部停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先把脚踝骨折
的病人赶快推回病房。
叙利亚北部地区到处可见战争痕迹，包括战争遗留下

李雪峰与其中一位队员、来自日本的手术室护士，

所有人都跑去急诊室帮忙，在通往急诊室的走廊里都是人，不由得让我加快脚步。一进到急诊

来的迫击炮残骸。

在叙利亚拉卡合照。为期两个月的救援生涯，李雪峰

室，看到急诊医生已经把其中一位伤者的气管插管插好了，但是他的心脏已停跳。评估了一下

©Jamal Bali/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见证了残酷的战争给平民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情况，我立即开始给病人做心肺复苏。

Photo source: Li Xuefeng

我问无国界医生

导语：远赴千里之外，为素未谋面的人提供医疗人道援助，会给每个人烙上什么样的人生印记？
来自广州和北京的救援人员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参加无国界医生的经歷
給你帶來什么改变？

来自北京的妇产科医生，曾去到塞拉利昂、索马里兰

来自北京的财务人员，2013年以来曾参与在南苏

（索马里）、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11次

丹、埃塞俄比亚、也门、尼泊尔、缅甸的救援任务。

救援任务。

图片来源：柴溪/MSF

图片来源：安娜/MSF

安 娜
我自2011年开始参加无国界医生，最大的改变

我最大的改变是变简单变快乐。快乐来源有

就是更加珍惜所拥有的生活，和家人朋友在一

很多，包括没有办公室政治，可以放心地做

起的时光。

自己；和队友们齐心合力地做一件事，运作

每天不用担惊受怕武装冲突的到来，能有选择
来自广州的麻醉科医生，2013年曾参与无国界医生在阿富汗的救援项目。

丰富的食物，能通过努力成为想要成为的人，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生病了随时可以去医院，

图片来源：赵一凡/MSF

如果对现状不满意，甚至可以选择我们生活的
地方。我们，早已对这一切视为理所应当。

赵一凡
我的英语水平提高了——在项目上，光我们

在太多，病人无奈离去的局面。记得我有次和

医疗组的国际救援人员，就来自10多个国家。

同事外出，在集市上一下子被当地人围过来

此外，救援经历锻炼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欢迎、感谢的情形，我想，这种累是值得的。

在这里，物资和药品短缺相当常见，我感觉两

柴 溪

诊所和医院，为被忽视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
可以亲眼看到工作成果，看到我们的工作能够
帮助到当地人；可以深度接触当地人和文化，
那些地方是平时旅行时花钱都无法去到的，
从另一个视角去看，救援经历加深了我对历
史对世界的好奇。参加越来越多前线任务后，

如果没有无国界医生，你不会知道，在阿富汗，

我对人道救援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希望将来

有妇女因为去医院的路上有冲突、不安全，

能做这方面的研究。

太迟抵达医院而不治；在南苏丹，当地人把
所有随身物品放在包里，出现危险随时逃亡，

这些经历还让我从新的角度认识团队协作。

土地因而没有产出，营养不良危机难以避免；

以前工作中总有一些“说一不二”的“老大”在发

在塞拉利昂，每5名不到5岁的小孩中，就有

前线救援经历也让我从新的角度认识医患

号施令。而在前线救援中，大家不但尊重你的

1个因各种疾病活不到成年。在这个纷乱芜杂的

关系。无国界医生在昆都士的创伤医院为病

决定，还渴望你为他们提供建议和帮助。面对

世界上，无国界医生尽力让那里的人们获得最

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免费食物。在分内工作

个别同事的挑战和质疑，我也学会了如何保护

基本的医疗救助，也许是杯水车薪，但我们一

有更多问题想问无国界医生？

之外，大家还会额外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

自己的职业尊严，也懂得通过有效的沟通与认

直在努力。

你也可关注无国界医生微博，

尽我们所能减少因为医院能力有限而病人实

真的态度赢得尊重。

个月的时间，每一天都如此不同。

并提出自己的问题。

给危难一群，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关注，欢迎分享《无疆》，
也欢迎扫码关注无国界医生微博。

在线浏览

无国界医生（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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