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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 抗麻赛场长跑 29年

：

刘
大
飞

刘大飞推着麻风康养人员在户外晒太
阳。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天罩平山海拔1100多米，一座距安化县城80
多公里的不出名大山。上世纪70年代，山顶上建了
一个收治麻风病人的医疗机构。 为了方便自我管
理，在日夜守护他们健康的医护人员指导下，病友
们成立了一个叫“村”的组织，俗称“麻风村”。80年
代，医疗机构整体搬迁至山下035县道旁，定名为
益阳大福皮肤病防治研究所，“村”被沿用下来，村
里继续设有“村长”“会计”等岗位。
这些年来，病友的麻风病已治愈，他们或娶妻
生子、或回归家庭社会、或留在皮防所安享晚年，
都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为此，已有几代人在此接
续“抗麻”。今年48岁的副主任护师刘大飞就是他
们中的一员。
刘大飞先后获得“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
人”“湖南省首届圣辉麻风病防治奖”“湖南省护理
学会优秀护士奖”“白求恩奖章”等荣誉。今年5月，
刘大飞被提名为护理学界的“诺贝尔奖”——
—南丁
格尔奖候选人。

接棒 “皮防所”有了首位女护士
5月11日，记者从长沙出发走高速转省道再进
县道，3个小时后来到了山脚下的大福皮肤病防治
研究所。
1983年， 退伍军人刘存周从乡镇卫生院院长
岗位调往“麻风村”当医生。3年后，刘存周和上一
辈麻风病医护人员一起建起了皮防所。 刘大飞是
刘存周的大女儿，她们一家住在皮防所的院子里，
当时才10来岁的她常常随父亲问诊换药。
住在所里的病人大多都是看着刘大飞长大的。
“他们就像叔叔伯伯们一样。父亲告诉我麻风病有传
染性，但那也只是在发病初期。所以我从来就不怕麻
风病人。”面对很多人不愿意接近的麻风病人，刘大
飞却从小跟他们如亲人般联系紧密。
这个被麻风病人看着长大的小姑娘， 护理麻
风病人的责任似乎与生俱来。中考时，刘大飞报考
了益阳卫校护理专业。
“说实话， 那时的我也想去外面的世界走一
走。”从益阳卫校毕业那年刘大飞19岁。19岁的她
可以有很多选择。
憧憬着山外精彩的世界， 刘存周却把她拉回
了山里。“你不留下来，谁还敢干?”刘存周的这句
话让刘大飞果断留了下来。“再看看那些陪伴我从
小长大的叔叔伯伯们， 我更加坚定了留下来的决
心。”刘大飞说。
1990年， 刘 大 飞 成 了 所 里 第 一 位 女 护 士 。
1999年，刘存周退休，直至去世，他都一直牵挂着
皮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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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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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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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员
慢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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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 麻风康养人员所住三层小
楼前， 两株高过楼顶的玉兰长满了含
苞待放的花骨朵儿，它们29岁了，与小
楼同龄。刘大飞在所里一待也是29年。
麻风病只要按规律坚持治疗完全
可以治愈。查房，打招呼、问情况，拔倒
睫、 监督他们吃药……这是治疗期间
刘大飞的日常工作。 症状较重病人因
为周围神经损伤，痛觉、触觉和温度觉
丧失，无法按正常方法做出判断，刘大
飞就把每个病人的溃疡形状和疮面牢
牢记在心中， 通过前后对比判断愈合
情况，供主治医师做诊断参考。
在方云初简洁的单间内， 记者和
他聊了起来。“大飞就像我们的亲女儿
一样，不仅教我们跳时髦的广场舞，还
带着我们去韶山、花明楼、柘溪水电站
旅游。每年大年三十中午，大飞都一定
会在村里陪我们吃年饭。”说起“女儿”
的好， 在皮防所住了一辈子的他有说
不完的话。
方云初因足部溃疡癌变， 先后接
受了两次截肢手术。 年近花甲无依无
靠，他自觉活得没有意思。手术后回皮
防所，刘大飞每天为他喂水喂饭熬汤，
重燃了方云初生的希望。后来，刘大飞
又联系残联，为他量身定做了假肢，让

方云初重新站了起来。
方云初是这些年来刘大飞护理过
的许多患者之一。
小楼通往后院的过道内， 是病友
日常小聚处。见到刘大飞走来，大家露
出孩子般灿烂的笑脸。 朝夕相处建立
的信任， 让他们把彼此当作了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
2010年， 刘大飞的爱人得到了晋
升机会，调到县城任教。考虑到夫妻团
聚，刘大飞也被调到县疾控中心。离开
了麻风村， 刘大飞才意识到她的喜怒
哀乐早已和那几十位麻风病友交织在
一起了。7个月后，刘大飞软磨硬泡，夫
妻俩又各自调回了原单位。
坚守深山，清贫而单调，刘大飞也
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学习提升护理工
作水平上。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她摸
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麻风溃疡处置
方法， 基本实现了全所无麻风溃疡的
目标；还探索了日常康养的“6S”管理
办法，整顿规范了康养人员管理；也用
润物无声的温情， 融化了麻风病人因
被误解和歧视而冷藏的心。
“还会坚守多久？”记者问。
“他们陪我长大，我陪他们慢慢变
老！”刘大飞深情地说。

变迁 拆除心理上的“隔离墙”
中午时分，67岁的炊事员“村民”
蒋小华为大家准备的午餐香气扑鼻。
走进厨房一看，现代化厨具一应俱全，
砧板上有鱼，锅里有肉，炊事员也比实
际年龄更显年轻。
“1975年8月22日来的，当时7块钱
一个月的生活费， 半年难得吃到一回
肉，现在天天有肉吃。”蒋师傅感叹道。
刘大飞细算账，康养病人每月有350元
的城镇一类低保， 所里每人每月还有
300元补贴，加上每人生日200元，过年
过节加餐，每人每月就有800元左右。
进来时，一些麻风病人没有成家，
或者被误解和歧视，怕被传染，即使有
家也难回。
病友李清吾是五保户， 被周围邻
居驱逐，后被省里协调到皮防所治疗。
他刚来时，双脚溃烂，恶臭难闻，连其
他病友都有些嫌弃。医者仁心，刘大飞
从不嫌弃，在她的精心呵护下，李清吾
的溃疡完全好了。
像对李清吾一样， 刘大飞和她的
同事们对所有病患始终不离不弃。在
当地和省卫生疾控部门的关心指导
下，免费用药医治，麻风病人的麻风杆

菌感染得已解除。
麻风康养人员在外就医治疗其他
疾病，均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皮
防所也会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他们把皮防所当成了心灵归属， 这里
就是他们共同安享晚年的家。
年轻的女护士李英来所里两年多
了， 第一次看见刘姐为溃疡病人换药
时，她经历了反胃到感动的转变。刘大
飞每个动作都自然、娴熟，没有丝毫的
嫌弃与厌恶，有的只是耐心与细致。那
一刻， 李英突然领悟到救死扶伤的使
命。
自那以后， 在刘大飞和其他同事
的影响下，李英也常会在工作之余，帮
那些手脚不便的爷爷奶奶们折被晒
衣、端茶倒水。
这些年来， 刘大飞她们一手抓麻
风病的治疗，一手抓防控。更多人了解
了麻风病人，并开始接纳他们。
刘 大 飞 说 ：“被 认 为 是 贫 穷 病 的
‘麻风病’，发病率已经极低了，即使发
病及早诊断也很容易治愈， 彻底拆除
心理上隔离他们的那堵墙， 就变得更
重要了！”

胜利 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皮防所
“里年轻的女医护人员。（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皮防所办公楼上“创造一个没有麻
风的世界”的标语格外醒目，这是所有
麻风医护人员的目标。
近5年， 安化没有新发现病例，所
里仅收治了3名外地病人。
当年刘大飞的父亲搞麻风病社会
防治， 在山里走村串户一出门就是两
个月，解放鞋都不知穿烂了多少双。现
在， 刘大飞和所里的同事总是创造条
件让治愈的病人和社会接触。 他们的
身体力行， 让麻风病人已经完全融入
到了周围村民的生活中。
在皮防所，方云初自学成才，不仅
用残存的手写出了一手漂亮的字，还
担任了“村里”的会计。“村长”彭秋云
的篾器活也了得，从后山上取材，一天
能编几个篓， 挑到镇里集市上去卖都
供不应求。
皮防所旁，是原病友张银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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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结识了皮防所所在福欣村的妻子，
病愈后就“回家”了。现在，张银生为所
里种菜， 既能照顾家， 又有稳定的收
入，生活不愁。
经刘大飞等医护人员牵线搭桥，
像张银生一样， 治愈后与周围村民组
成家庭的已不下5对。学护理的何艳很
清楚麻风病人治愈后就是正常人，治
疗期最多2年，因为她的父亲也曾经生
活在皮防所，后来认识了在“村”外面
的妈妈，才有了她。
皮防所里蒋益周刚过完了91岁的
生日，他们一家四代人都赶来了，和所
有“村民” 及医护人员同吃生日宴。
“村”外面，刘大飞和同事们对所里管
护区域内治愈病人进行每年一次的家
庭回访显示，他们的生活一切正常。
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刘大
飞和同事们满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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