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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报记者朱旭东

麻风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古老传染
病，即使被治愈，患者也会落下眼斜嘴歪、残肢断
臂的后遗症，让人觉得“面目可憎”。翻开人类历
史，麻风病人被驱逐、被歧视的现象比比皆是。新
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有麻风病人超过 50 万，主要
集中在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边调查、边隔离、边
治疗”，很多专门给麻风病人居住和治疗的“麻风
村”，就产生于那一时期。多年以后，搬到村子里的
麻风病人早已治愈，却因为社会的歧视和压力，依
然不得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麻风村”中。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副会长潘春枝年初在接
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现有麻风病
院、村 593 所。位于黄海之滨的江苏省南通市滨
海园区幸福院，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村落，至今，
这里仍生活着 15 位麻风病休养员和一位“老村
长”。

遥远的“村落”

据《南通县麻风医院志》记载：南通县(现在的
通州区)麻风医院建于 1958 年 5 月，后来更名为
南通县海防医院，又于 1984 年 5 月更名为南通县
皮肤病防治所，对临床治愈但因种种原因不能回
家的麻风病人，就地成立残老村。2014 年 5 月，南
通市通州湾滨海园区整体规划，将原残老村整体
迁移至东余合理村，更名为南通滨海园区幸福院。

今年 77 岁的王秀冲，曾经是舟山群岛城市守
备区的一名卫生兵，1969 年复员，次年即到麻风
医院报到。

“那年我只有 28 岁，看到那些面相怪异、手脚
畸残的人，心里既恐慌又害怕，怕一旦传染上麻风
病，家里小孩和亲戚也会受到牵连。更让我郁闷的
是，到亲戚朋友家里去，他们听说我在麻风医院工
作，都不欢迎我上门。”但身为共产党员的王秀冲，
依然选择留下。

1975 年，在一片荒无人烟的芦苇荡里，新建
的海防医院竣工，占地约 400 亩，向东就是汪洋大
海，运送药品物资只能靠手扶拖拉机。“那里很荒
凉，站在屋顶几个小时，也看不到一个人来。”王秀
冲回忆说，出医院大门，就是坑坑洼洼的烂泥地，
自行车总被烂泥裹住，骑行艰难，回趟家得骑两三
个小时。“一到雨天，就得准备一根树枝，骑一段就
得用树枝将挡泥板的泥块刮除再走。”

那些年，医院有 20多位医生，最多的时候收治
了 200多名患者。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患者陆续
治愈，但也落下眼斜嘴歪、残肢断臂的后遗症，且皮
肤溃烂而气味难闻。加上地理位置偏僻，王秀冲的
很多同事来了又走。1985年后医院迁移到县城，王
秀冲继续留守，为 60多名住院病人服务。

1998 年开始，整个医院，就只剩下王秀冲
一位医师了。“麻风病具有传染性，一般人怕靠
近他们，甚至病人家属也不愿来看望。我的任
务，就是照料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治病换药。”
很多麻风病人残疾严重，行走不便，王秀冲每天
早上洗漱完毕，就到每个病房巡视，看看病人有
什么需要。

随着亲人相继离世，或者相互断了音讯，不少
麻风病休养员，死后也无亲人相送。40 多年来，有
30 多位村民就是王秀冲“送”走的，他包揽死者擦
洗、穿衣、丧葬等琐事，成了这些村民临终前唯一
的安慰。

“我已经把他们当成兄弟姐妹，他们的困难，
就是我的困难。”几十年如一日，繁杂、机械、枯燥
的照护生活，成了习惯。只有一位医生的麻风医
院，王秀冲守了 21 年，他成了一位没有被任命的
“村长”。从他到麻风医院算起，至今已是第 49 个
年头。2003 年，王秀冲本该退休了，当时的 45 名
麻风病人联名写信，要求他留下来。

没人任命的“老村长”

跨过一座无名桥，被一片长势旺盛的黄豆和
花生包围起来的四合院，就是南通滨海园区幸福
院。白墙蓝瓦，静谧的幸福院与周围几户居民鸡犬
相闻，所不同的是，“麻风村”每家屋顶上，都安装
了太阳能热水器。

2014 年，原“麻风村”所在土地被通州湾滨海

园区征用，当地政府为麻风病休养员重新盖了房
子，并给每位病人配备了电视机、抽水马桶、太阳
能热水器等全新的生活设施。

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乐意搬入新家。有 3
位病人对原来种的树木、搭的羊棚提出赔偿要求，
否则不肯搬迁。

这显然给王秀冲出了大难题。搬迁过程中，既
要保证每位麻风病休养员不出事故，又要保证单
位物资、财产不受损失，两地相隔 10 多里地，对于
已经 71 岁的王秀冲来说，实属不易，“确实忙得自
己都不可想象。”更为难的是，这 3 位“犟驴”在没
拿到搬迁补偿前，死活不肯搬。

“政府对你们这么关心，你们用的是公家的
地，种的树也吃了这么多年的水果，已经赚到
了……现在那边建了新房子，条件又好……”王秀
冲一次次和他们磨嘴皮子，一次次试图降低他们
的心里预期，并允诺“一定帮他们争取到补偿”。

记者在一份“附属设施补偿明细表”上看到，
户主“朱永康”最终拿到 3500 元，用来补偿他的棚
披、水泥地、围墙、PVC 下水道、鸡网等。

麻风病人为何如此计较补偿？“他们没有其他
收入来源，政府给他们的生活费，能节约下来的，
都被他们小心地存了起来。所以……”不用等解释
完，记者已经明白了，也因此明白王秀冲为何多年
来认认真真记账的习惯。

“现在政府每月给麻风病休养员的生活费是
817 元，其中 500 元用在吃饭上。实际上，他们现
在每个月只吃 250 元左右，多余的钱，我会以现金
的方式发给他们。”王秀冲说，2014 年 12 月前，生
活费都是发到老人手里的，他们各自打理生活。搬
新家后，考虑到他们都老了，生活不方便，才申请
设立了食堂。

尽管已经很节约，一些老人还在想法子省钱。
只要有老人有一餐不在食堂吃，王秀冲都给他们
记上，再以现金的方式返还给他们。

“我现在非常缺少一个管行政的人。”王秀冲
反映了几次，见没什么效果，就不再唠叨了。他知
道，没人愿意来这个地方，“说多了，自己也嫌烦。”
吹了 49 年的海风，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皱纹，却
给了王秀冲一种特别的坚毅。

并不闭塞的“幸福院”

各地的麻风医院，曾经都很偏远，也很闭塞。现
在的滨海园区幸福院，就在马路边，就在村落旁。车
来车往，鸡犬相闻，幸福院不再是个麻风孤岛。

说话间，71 岁的麻风病休养员刁网鸾开着她
的电瓶车在门口探望。记者示意王秀冲过问一下，
王秀冲笑着说，“没事，她就是过来转转。”但他还是
起身出门，确认刁网鸾“无事”，再回来和记者聊。

“刁网鸾经常到前面村子找人聊天的。”王秀
冲说，这些年来，附近的村民不再排斥麻风病休养
员，几位能生活自理的老人，喜欢到邻近村庄串
门，“出门时只要和我说一声就行，我最担心他们
的安全。”

现存的 15 位麻风病休养员，年龄最大的 90
岁，最小的也已 61 岁。他们中有的双目失明，有的
老年痴呆，有的下肢完全瘫痪……能够生活自理
的，仅有 5 人了。所以，他们内心更多盼望着社会
各界上门“送温暖”。

“卫生系统、红十字会、邮政局、南通市台资协
会、新开港派出所，还有一些热心企业……”通州
区疾控中心主任仇星煜掰着手指头数着，“平均每

年都有十多家单位来看望麻风病休养员，他们一
般选择节假日。当然，春节期间最热闹，看望的人
最多。”

不管来人是送物资还是慰问金，那些生活
无法自理的人，总算是能见到外界更多的人。更
实惠的，他们不仅能得到额外的补助，那些粮油
也能帮助他们节省一笔生活费。王秀冲都会将
这些折算成现金，分送到他们手中。

最热闹的一次，是 2010 年暑假，南京大学
10 多位大学生志愿者前来做公益。“那是夏天
最热的时候，他们在村里待了整整两个礼拜。”
仇星煜至今印象深刻，因为这帮孩子不仅帮老
人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且吃住全在“麻风村”。

“没有床，孩子们就打地铺。老人们自己做
饭吃，孩子们也自己做饭吃，很简单的饭菜。他
们把老人多年没洗的衣服被子浸泡在一个大盆
里洗……‘麻风村’外面路面破损，孩子们就从自
己仅有的经费里挤出一笔钱，买了很多砖头铺
了一条路……”仇星煜当时任通州区卫生局办
公室主任，最后两天，他带记者过来采访。他从
没见过外界与麻风病休养员如此融洽的场面，
因此记忆深刻。

最后一天，孩子们为麻风病休养员们举办
一场联谊会。他们搬来三四张条凳，烧了一桌丰
盛的饭菜，把老人们推出来、背出来，大家一起
吃饭。“有病人无法进食，孩子们就喂他们。”让
仇星煜无法忘怀的一个镜头是，“一个老人激动
地拿自己的勺子挖了饭菜喂一个孩子，那个孩
子毫不犹豫地吃了，一点没有忌讳……”

“可以说，几十年来，那是麻风村最热闹的

一天……”仇星煜感慨地说。

每一笔钱都马虎不得

没有人来的日子里，麻风村里总是静悄悄
的。王秀冲就像一头忠厚的驴，拉着“麻风村”这块
磨盘消磨日子。看似没有动静，磨盘依然在转着。

王秀冲的生物钟是这样的：每天早上洗漱
完毕，在“麻风村”各户人家转一圈，看看有没有
安全隐患，有没有谁皮肤溃烂需要换药，是否需
要清洗创口等。然后，他在办公室坐诊。看了这
么多年的皮肤病，他已经是远近闻名的专家，每
天都有十多位村民慕名前来，他只收药品成本
费。晚上 9 点，王秀冲还得在村里转一圈，看看
哪家水龙头、电灯是否忘了关。

麻风病休养员的生物钟是这样的：早上各
人在门口呼吸新鲜空气；太阳出来了，回房间看
看电视；一日三餐，定点准时；晚饭后，各人在房
间看会儿电视，睡觉。

王秀冲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事，每月到各乡
镇落实麻风病休养员的生活费。他们来处不同，
每个人的生活费，仍由所在乡镇的财政解决。王
秀冲忙着领钱、记账，再回到“麻风村”分发。

“这笔钱，马虎不得，所以，我的笔头不能
懒。”王秀冲说。记者在他的记账本上看到这样
一段表述，“陆明高 7 月 9 号(2018 年)晚上去
南通三院住院，10 号开始未吃饭堂。7 月 26 日
下午回来吃晚餐，共 17 天未吃饭堂。周德技下
午开始护理陆明高。”

今年 72 岁的陆明高，2016 年截肢，2017
年阑尾炎手术，2018 年中风，三次住院，共花费
13万多。政府将这里的休养员同五保户一样看
待，医药费由其所在的石塘镇财政承担。即便如
此，王秀冲仍将他在“麻风村”的生活费用，算得清
清楚楚。之所以记下“周德技下午开始护理”，是因
为中风后的陆明高每天要支付一点护理费。

“这些都是商量好的，每天的护理费 60 元。
周德技今年 62 岁，是村里最年轻的老人，就住
陆明高隔壁。陆明高回来后，周德技每天给他打
饭喂食，给他涂药，晚上陪他睡觉。”王秀冲说，
收费如此低廉的护工，外面根本找不到。“这也
算他们互帮互助了。”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麻风村”里 5位生活
能够自理的老人中，周德技成了王秀冲最得力的
助手。近年来，除了照顾陆明高，周德技每天还帮
5 位不能出门的休养员送饭到房间，饭后收拾碗
筷，每月能从每个人那里获得 5 元报酬。

开设食堂后，“麻风村”聘请了 3 位钟点工，
都是附近的村民，他们早晨 5 点准时过来做早
饭，10 点做午饭，下午 4 点做晚饭。“钟点工的
工资，都是从滨海园区每年下拨的 22万元经费
中支出，这些费用还包括水电费、维修费、我的
工资以及麻风病人每年 4 次的节日加餐费。”王
秀冲想为陆明高争取一点护理费，但园区领导
说，如果 22万元的经费年底有结余，可以考虑。

“麻风村”的恋爱

麻风村的生活看似枯燥乏味甚至有点压抑，
但也有轰轰烈烈的恋爱。刁网鸾就是其中一位。

71 岁的刁网鸾已经在“麻风村”生活 45 年
了，她的丈夫朱永康比她大 5 岁，是一位倔强得
要搬迁补偿的麻风病休养员。朝夕相处多年后，

两人决定组建家庭一起生活。
“26 年前，新开港的边防官兵帮他们举办了

婚礼。”王秀冲说，当时的新开港边防派出所和“麻
风村”是结对单位，官兵们听说此事后，热心地张
罗起来，帮他们领结婚证，在边防派出所办了一
场风风光光的婚礼。

“我们还有婚纱照呢！”刁网鸾开着电瓶车，从
衣柜深处取出他们的婚纱照。五张照片被她珍藏
在镜框里，那张居中的两手相牵的照片，瞬间让
人想起“执子之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搬新家后，每位麻风病休养员有一间居室，刁网
鸾夫妇，便有了两间，他们因此比别人“多”了一间客
厅。此时，她的丈夫正躺在隔壁卧室午休。

“平时也会吵架，哪有夫妻不吵架的？”面对记
者的提问，刁网鸾很坦然。“他出过车祸，脑子不太
好，因此，家里的事都听我的。”

记者惊讶于“麻风村里的爱情”，王秀冲则不
以为然。“我们村里先后成了六七对。别人不关心
他们，他们得关心自己。这是抱团取暖。”而周德技
的步伐迈得更大，他娶了个村外的女人，如今，女
儿都快出嫁了。

“他老婆是附近村上的，有点智障，但手脚都没
问题，只是懒惰而已。”王秀冲还记得媒婆找上门
时，他对周德技说，“婚姻是大事，这个女人懒，不做
事，你如果愿意服侍她一辈子，就结婚。”

周德技果然很勤快。除了目前照顾陆明高和
其他 5 位老人外，他还在“麻风村”外面的空地上，
种上了花生和黄豆。

幸运的是，他们的女儿很正常，今年 23 岁
了，目前在一家超市打工，每月有 1800 元收入。
“她只是太喜欢花钱，每月都将工资花光，再跟周
德技要，每次都能要到两三百元。”王秀冲对周德
技的女儿是又爱又恨。但毕竟不是自己女儿，只
能说说而已。而且，他女儿将在国庆节举办婚礼，
王秀冲开始关注孩子的婚事。

周德技忙完了陆明高的活，过来和我们聊
天。王秀冲自然聊起了他女儿的婚事：“准备了多
少嫁妆啊？”

“没准备……”周德技嗫嚅着。
王秀冲一愣：“不管多少，也是一份心意啊！”
“真的没准备。他们家的彩礼，8万 6，我一分

钱也没要，都退还了……”周德技说得有点着急。
“哦，那婚礼，你们总得参加吧？”
“和亲家说好了，我们都不去参加婚礼。你也

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到时候，请他们过来
吃顿饭。”

记者不忍再问。麻风病人内心的那种自卑，
从来没有远去。他们不想让孩子难堪，也不想让
自己和亲家难堪。即使女儿的婚礼，他们也克制
着不去抛头露面。

最后的“麻风村”

尽管现代医学发达，勒住了这个古老疾病的
缰绳，但绵延两三千年的神秘和恐惧，仍让众多
麻风病人如在人间边缘前行。无论已治愈者还是
医护者，在病菌本身已不再肆虐时，仍要承受着
心灵上的创痛。

春秋后期，孔子弟子冉耕患“恶疾”，“先儒以
为癞”，系我国最早记载的麻风病例。《内经》称麻
风病为“大风”，并论述其病因及症状。面对这一可
怕疾病，古人只能发出“亡之，命矣夫！”的叹息。

明清时期，广东官方对麻风病基本没有什么
防御和治疗措施，而是抱以“灭绝”处理的态度，或
是把麻风病人集体收容在深山或孤岛上，限制他
们与外界联系，采用断粮、断交通、使之自生自
灭。千百年来，麻风病人就是这样，在疾病和歧视
的双重折磨中艰难生存。

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范
围内先后消灭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霍乱、天
花、鼠疫、性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等主要流
行病，这一成就让全世界瞩目。按照世界卫生
组织的要求，以人口为基数，麻风病人在万分
之一以下时，就达到了“基本消灭”的水平。
今年年初，在第 32 届中国麻风节到来之际，中
国麻风防治协会副会长潘春枝表示，中国的麻
风发病人数早已、并远远低于这个标准，且新
发病人呈逐年下降的态势，近几年已经连续年
均不到 1000 例。

潘春枝表示，麻风不是遗传性疾病，治愈后
的麻风病人也没有任何传染性。新发现的麻风病
人不需要进行隔离，使用世卫组织免费提供的联
合化疗药品治疗 3-7 天，即可杀灭体内 99 . 9% 的
麻风杆菌。此外，健康人即使接触麻风病人，95%
的人也都具备抵抗能力，不会被感染。只有营养
不良、抵抗力差，并与麻风病人长期近距离接触
的人，才有被感染的可能。

王秀冲说，他接触过的 200 多麻风病人，有
120 多人是“宣布出院”的，表明他们不再具有传
染性了。1985 年后，王秀冲留守的“麻风村”没有
再收治过一位新病人。当时剩下的 60 多名住院
病人，逐年减少，目前只剩 15 人。

“当初政府在每个县域的偏僻地方设立麻风
村，一是怕传染别人，二是便于对病人治疗护理，
同时，麻风病人多少都有残疾，容易受到社会歧
视，集中起来看护更方便。”仇星煜分析后很是感
慨：“都说麻风病人是上帝的弃儿，实际上，我们一
刻也没忘记他们。现在全国各地偶发的麻风病
人，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不会再设立新的
‘麻风村’了。”他犹豫了一下，“只是，的确该考虑给
王秀冲找接班人了。”

正在消失的“麻风村”，见证新中国送“瘟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麻

风发病人数不断走低，早已超

越世卫组织规定“基本消灭”的

水平。近几年已经连续年均不

到 1000 例。

1985 年后，南通市滨海园

区幸福院这个“麻风村”没有再

收治过一位新病人

▲刁网鸾和朱永康 26 年前的婚纱照（翻拍）。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朱旭东摄

▲王秀冲给慕名前来的村民看病。

王秀冲在翻看记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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