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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车主不知道前方
行走的是位仅有微弱光感
的视障人员，造成包头市
图书馆读者王某当场身亡
的交通事故，对包头市图
书馆残障读者服务中心主
任金伟触动很大。

为了能在生活中，让
人们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
能第一时间发现盲人，并
能够及时帮助他们，金伟
发明设计了盲人专用安全
马甲。她希望自己的这一
举动，能够引起全社会重
视盲人安全，并形成相关
的法律条款。

4月23日，记者在包头
市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中
心看到，这款马甲以荧光绿
为主色，肩膀处以橘红色搭
配，马甲的领边及袖口处以
灰色反光材料搭配，马甲的
右上方配有两个并排的带
按扣的褂兜，盲人朋友可以
用来携带手机和听书机；马
甲的右下方配有一个带拉
锁的褂兜，盲人朋友可以用
来携带杂物；马甲的左侧配
有一个带按扣的宽约10~15
厘米、长约25~30厘米的褂
兜，当盲人朋友不需要使用
盲杖时，可以将盲杖折叠后
放入此兜中；马甲左下方配
有带拉锁褂兜，盲人朋友可
以装残疾证、身份证等。马
甲背面中间的位置会以灰
色反光材料配有“视障者请
让行”六个大字，让所有交
通参与者在夜间也能够清

楚识别视障群体。
包头市图书馆残障读

者服务中心主任金伟告诉
记者，这件只有4两重的马
甲，被前内蒙古盲协主席带
到北京，在全国盲协的会议
上，经中国盲协主席、中国
国家盲人图书馆等专家鉴
定，这件马甲是世界上第一
件盲人专用安全马甲。专家
们一致认为，这件马甲的意
义非同寻常，它将成为盲人
出行的重要标识。

4月22日，这件
世界上第一件
盲人专用马
甲的样衣
寄到了包
头，才红
丽是第
一个试穿
的人。当天
在包头市图
书馆试穿盲人
专用马甲的才红丽
不停地抚摸、询问马甲是什
么颜色，都有哪些特别的设
计。走在包头市图书馆的盲
道上，才红丽不由自由地抬
头挺胸，似乎在告诉周围的
人：虽然我是盲人，但是我
也能像你们一样安全地行
走在大街小巷。

才红丽的住所在昆区
友谊大街包钢三中附近，去
包头市图书馆残障读者服
务中心借阅图书是她每个
月都要做到的事。

才红丽对记者说：“这

段不是很长的路，我走的非
常艰难。每次我拿着盲杖、
摸索着前行时，我是盲人不
能被很多人第一时间发现，
尤其是过马路的时候，由于
看不到信号灯，只能靠分辨
周围的声音，凭着感觉走。
急刹车、车辆擦身而过的情
况时有发生，心里真的很恐
惧，每次出门都很触头。”

才红丽的爱人激动的
说：“如果每一个盲人都能
穿上表明自己身份的马甲，

将会极大提高盲人
的安全和被帮

助的机会。”
金 伟

接触视障
读 者 已
经 有 几
年 的 时
间，她深深
地体会到了

视障人士渴望
走出去的想法，同

样也十分了解到他们面临
的交通安全问题。

今年1月20日，包头市
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中心
的一名读者在110国道附近
的一起交通事故中丧生。金
伟事后了解到，车主因为不
知道前方行走的人仅有微
弱光感，在黑夜中他虽然不
停的闪灯，但依然由于没有
及时减速并采取避让措施，
造成王某当场身亡。金伟熟
悉的视障人员马某，曾两次
在人行道过马路时，因右后

方驾驶员在右转弯时没有
观察到他手中拿有盲杖，而
将盲杖碾压。这些事，对金
伟的触动非常大。

金伟告诉记者：“一个
人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有
一个明确的盲人出行安全
标识警示驾驶员，让驾驶
员能够第一时间提前减速
避让，也许就能避免悲剧
的发生。”

今年3月初，金伟在朋
友圈中看到了一则消息，
消息说：“如果你看到背着
这个黄色书包的孩子，请
您让行！”这个消息给金伟
了很多灵感。她说，不是所
有人视障人都适合背双肩
包，那她就设计一款类似
交警和环卫工人的马甲，
让所有人知道，穿这个马
甲的是盲人，他（她）们需
要大家的帮助。

金伟的这一想法一经
提出，就得到了包头市图书
馆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广大
盲人朋友的认可，他们期盼
盲人出行安全标识马甲能
尽快投入使用。

金伟向记者介绍，根据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第二
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及
我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
的比例推算，我国现有视力
残疾人数约为1731万，包头
目前有视障人士2.2万人。如
何让盲人可以安全的、独立
的、自由的行走在川流不息
的城市中，是不可忽视的社

会问题。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

研究盲人出行智能辅助设
备，但这类研究出的设备
往往因技术复杂、成本高
昂而难以普及。

想法成熟后，金伟立即
联系到了北京一家专门为
残疾人设计制作服装的公
司。对方按照金伟的要求制
作了一款样衣。收的样衣
后，金伟征求了大家意见，
又对马甲进行了调整。

金伟告诉记者，这款
设计轻便、简洁、能够360
度让人们明确盲人身份的
马甲，不仅能够弥补出行
盲道与盲杖的不足之处，
还能保障视障人员在城市
道路中安全行走。

包头市盲协副主席张
婷告诉记者，现有的盲道与
盲杖无法有效提醒其他交
通参与者识别盲人，因此设
计一个经济性与实用性兼
具，能够清楚表明盲人身份
的标识，有利于帮助盲人走
出家门，增强盲人朋友的自
信心，更好的让他们参与到
社会活动中。

目前，金伟正在督促北
京厂家生产出第一批30件
盲人马甲，她打算免费发放
给包头视障朋友。

“所有人的支持让我对
5月份全国助残日到来时，
免费发放盲人专用马甲给
视障人士有了很大的信
心。”金伟高兴地对记者说。

由于这款盲人马甲使
用的材料特殊，目前的单
价在100多元。金伟拿出了
去年参加包头首届志愿者
服务项目大赛的剩余奖
金，而且自掏腰包补足了
制作费用。

得知金伟这个发明背
后的故事，包头市达尔知识
产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张亚伟毫不犹
豫地要帮助金伟申请设计
专利，并不收取任何费用。

金伟说，未来她要让所
有视障人都用上这个马甲，
她会向有关部门申请专项
资金，用于盲人身份标识的
大规模生产与推广。通过培
训向盲人讲解盲人身份标
识的安全作用与意义，并免
费发放给他们，同时鼓励他
们使用。另外，通过宣传，让
盲人身份标识逐步被大家
了解和认识。

她认为，视障人士将来
可以通过盲人马甲、盲杖、导
航这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安全
保障，减少对于他人的依赖，
独自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各项
活动，实现人生价值。

金伟坦言，让更多的
人知道这个标识，除了相
关部门的推广，同样也需
要政府提供相关法律保
障，把盲人身份标识的作
用及意义纳入到交通法规
中，并制定详细的法律条
款。让人们从考驾照时起，
就知道这个标识。

“在卢旺达，不仅蚊虫
叮咬和强烈的日晒令人望
而生畏，更可怕的是一不小
心就有可能染上艾滋病。但
我们全体队友力尽所能克
服困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践行中国援非医疗队精神。
作为队长，我要把援非工作
做好，因为我们代表着中国
形象。”4月20日，中国（内蒙
古）第19批援非洲卢旺达医
疗队队长、包头市中心医院
妇产科医生杨文慧在电话
中自豪的对记者说。杨文慧
在援非的半年时间里，冒着
被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成功
为近300位卢旺达患者实施
了手术。

2018年10月，包头市中
心医院妇产科医生杨文慧

作为中国（内蒙古）第19批
援非洲卢旺达医疗队的队
长与其他14名队友奔赴非
洲，在那里开始了援外工
作。他们的医疗队分布在两
个工作点：马萨卡医院和基
本戈医院。

杨文慧所在的马萨卡
医院是中国援助的，距卢旺
达首都基加利约30公里。卢
旺达全国总共有200多名医
生和3000名护士，医疗条件
比较落后。杨文慧和其他9
名队员在马萨卡医院工作。

杨文慧所在的产科只
有一名卢旺达妇产科医生，
每个月大约100台手术，杨
文慧主要帮助他们解决疑
难病例，并协助指导当地医
生完成手术。

据了解，卢旺达
首都基加利是艾滋病
高发区，因此，在其周
边很多产妇都是艾滋
病患者。由于当地医
院医疗条件比较差，
因此，为产妇接生时
根本没有一次性塑料
吸引器管，每次接生
产床上、地面上随处
都会沾有羊水和血
渍。在这样的恶劣的
条件下为产妇接生，
医生们要冒着可能被
感染艾滋病毒的风
险。这让原本普通的妇产科
手术变得非常艰难，手术
时，为了避免感染，杨文慧
不得不穿着高筒靴和皮围
裙。如今，杨文慧已经成功

为近300位卢旺达患者实施
了手术。

杨文慧告诉记者，为当
地一位生双胞胎产妇接生
时，惊心动魄的场面让她终

身难忘。孕妇是从当
地一个基层卫生健康
中心转诊到杨文慧所
服务的马萨卡医院 。
当时孕妇已孕38周，
突然在家破水，被紧
急转诊到该院。孕妇
是双胎妊娠，一个胎
儿是横位，已经没了
心跳，另一个胎儿为
臀位，如果不做紧急
处理，可能死亡。当
时，产妇大出血，也有
生命危险，必须马上
实施剖宫产。双胞胎、

横位、产妇产后出血，这都
增加了手术难度，手术进行
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

“最终保住了一个胎
儿，产妇也转危为安！”杨文

慧欣慰的对记者说。
杨文慧从2018年10月

到卢旺达，一直没有回国，
她很想念包头的家人。

在卢旺达，杨文慧每天
早上7点上班，但她每天5点
就起床———因为卢旺达网
络信号不好，网络视频困
难，发张图片都得好半天，
加之时差问题，想和家人聊
天都困难重重，只能选在这
个时候和家人通过微信说
上几句话。杨文慧和家人聊
天时，说得最多的一句就
是：“我在这里很好，你们不
用担心。”

在卢旺达，杨文慧和队
员们无论走到哪里，卢旺达
人民都对他们很友好，对他
们的高超医术赞不绝口。

金伟发明世界首件盲人专用马甲
文·摄影/本报记者 杨晓红

包头妇产医生杨文慧情洒卢旺达
文/本报记者 杨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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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慧与非洲孩子

们在一起（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