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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香港同胞心意「健康快車」
義診 25 載

參與首發籌備
經歷終生難忘

首任車長劉曉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在中國鐵道博物館
裏，有一列被永久收藏、身披「彩虹」圖案的火車。它是香港
回歸時，由香港同胞贈送、編號為 G199771 的「健康快車」。
它曾在 22 年時間裏，免費診治超 6.2 萬名白內障患者。「1997
年 7 月 1 日，在香港見證『健康快車』贈送儀
式，作為首任車長參與相關工作，是我終生難
忘的一段經歷。」原中日友好醫院副院長劉曉勤每思及此激動不已，「香
港同胞將心意建成了火車醫院送給內地人民，意義重大。我當時滿腦子想
的都是一定要將這份禮物、這份心意安全送達目的地。」

掃碼睇片

時間回到香港回歸前夕，內地各省、市、自治區都
在緊鑼密鼓地為香港回歸準備禮物。在香港特區
籌委會任職的方黃吉雯聽聞頗為感動，在她的建議及
內地衞生、鐵道等部門協調下，時任特首董建華於回
歸當日，代表香港同胞向內地贈送了這一列「健康快
車」。由於條件有限，火車醫院不能進行過於複雜和
耗時的手術，幾經考量白內障手術被納入了範疇。
「那時，內地約有 500 多萬名白內障患者，不少貧困
民眾因病致盲。」劉曉勤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健康快車』為貧困患者免費做白內障手術，能快
速解決實際問題，可以說這個禮物非常及時。」
1997 年 3 月，時任中日友好醫院副院長的劉曉勤被
衞生部任命為「健康快車」首任車長。「衞生部非常
重視這個項目，提出首任車長的四個條件：部直屬醫
院院級領導、最好有眼科專業背景、有外事經驗和良
好的溝通能力。我恰好符合這些條件。」

◆劉曉勤展示 1997 年
7 月 2 日，香港文匯報
關於「健康快車」的
報道。
受訪者供圖

首列
「健康快車」
剪綵即投用
「火車建成什麼樣？需要配備什麼設備？怎麼把車
送去香港贈送儀式現場，再順利返回？如何避免手術
中出現意外情況？」劉曉勤坦言，剛接到任命時，心
情頗為忐忑。經過一系列籌備之後，1997年6月23
日，由發電車、手術車和診療車組成的「健康快
車」從青島四方機車車輛廠出發，3 天後抵達
深圳，又經協調終於 6 月 28 日順利抵港。作
為先遣組工作人員的劉曉勤帶領中日友好
醫院的兩位醫護人員及一位工程師，
跟車一路南下。
1997 年 7 月 1 日，「健康快
車」贈送儀式在九龍火車站
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
首任特首董建華，
時任國務院
港澳辦

姓名：劉曉勤
年齡：76歲

◆ 1997年7月，劉曉勤（右）在「健康快車」上觀摩手術。

1997年職業：
主任魯平及「健康快
謙虛，技術和人品都極佳。後來，林醫生還
車」創會主席方黃吉
中日友好醫院副院
幫助不少內地眼科醫生赴港進修學習。」
雯為「健康快車」剪
長、「健康快車」首
綵，各界嘉賓一起登上
仍有3列運行 今年擬治療7000例
任車長
列車參觀。劉曉勤回憶
如今「健康快車」已從最初的一列，增加到四
說，「我負責現場匯報。當
列（含館藏），其中三列均由香港同胞捐贈，第四列
時列車上安裝有眼科顯微鏡、彩
「健康快車」為內地企業捐造。25 年來，這四列「健
超、X光機、全能麻醉機等諸多先進的
康快車」走遍全國 28 個省份，幫助逾 22 萬名白內障患
醫療設備。這列設備精良、醫護優秀的火車醫院得到
者重見光明，擺脫因病致貧困境。今年，運行中的
了在場嘉賓的一致好評。董建華先生說，『這麼好的
「健康快車」計劃停靠山西臨汾、湖北十堰、河南焦
事情，以後我們還可以再多送幾輛。』」
作、新疆伊犁、山東泰安、甘肅定西、湖北黃石等
儀式結束後，「健康快車」當日下午便北上安徽阜
地，預計將為7,000名白內障患者開展免費復明手術。
陽開啟首站工作。「7月7日啟動試運行，7月9日正式
此外，「健康快車」還培訓各地眼科醫護人員、捐
接診。我們受到阜陽各界民眾及醫務人員熱烈歡
建眼科中心、捐助醫療設備等。在全國建成
90 所「健
迎。」劉曉勤向記者展示了幾張老照片說，「1997 年
康快車」眼科中心，培訓近 200 名可實施顯微手術的
7 月 18 日，林順潮醫生帶着三位醫護從香港趕來，與
眼科醫生。每間中心每年還會完成不少於 200 例減免
我們的醫生合作手術。這應該是回歸後，兩地醫學界
費眼科手術。「健康快車」還在今年開放在線學習平
的首度聯合手術。原以為香港的醫生會非常難相
台，為眼科醫生提供國內外眼科醫學界最前沿的知識
處，實際交流之後，發現他們非常

資深媒體人劉衛兵：

天雨「洗塵
洗塵」
」迎回歸
「距香港回歸還有兩三年時間，我就開始關注北京的迎回歸
難忘。」新華社高級記者、資深媒體人劉衛兵記憶中，印象最
深的是 1997 年 6 月 30 日天安門廣場上那場突如其來的小雨，
「那天我一早出門採訪，本來天氣好好的，下午
剛到天安門廣場就下起了小雨，很多人都淋着雨
在倒計時牌前留影。後來雨停了，人們鮮艷的衣
服和歡快的身影映照在積水中，特別美……」

多年攝影職業生涯中，劉衛兵長期在新華社從
在30事時政攝影採訪，被同行稱為「中南海攝影

師」、「紅色攝影師」，他的工作就是用鏡頭記錄下
各國政要及宏大隆重的場景，香港回歸這樣重大的歷
史事件，也不例外。

想到香港要
「回家」
心情暢快
6 月 30 日下午，他帶着相機，趕赴天安門廣場。原
本晌晴的天，突然烏雲密布，淅瀝瀝地下起雨來，像
是在為即將回家的香港「洗塵」。劉衛兵說，華燈初
上的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巨型標語牌上，紅底
白字「慶祝香港回歸」6 個大字耀眼奪目。來參加當晚
大型聯歡活動的各界民眾聚集在廣場上載歌載舞，
「我當時也非常激動、興奮，到處跑着拍着。」他
說，「看着國人歡喜的樣子，我的思緒飄得很遠，想
到了那段屈辱的歷史、想到了香港就要回家，那一刻
心裏特別暢快。」傍晚劉衛兵趕回單位發走第一批圖

掃碼睇片

▶1997 年 7 月 1 日零
時零秒，香港回歸祖
國。劉衛兵按動快
門，記錄下當時設立
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倒
計時牌。 受訪者供圖
片後，又趕回廣場。
距離7月1日零時還有10秒鐘時，廣場上的人們不約
而同地停下活動，開始齊聲倒數：「十、九、八……
三、二、一！」隨着倒計時牌上的數字閃動成
「零」，天安門廣場上民眾沸騰了，吶喊聲、歡呼
聲、鼓掌聲，山呼海嘯一般。粗獷的西北腰鼓，歡快
的東北大秧歌，還有人伴着悠揚的旋律跳起交誼舞。
璀璨的煙花随着轟響綻放在半空，照亮了整个廣場和
城樓，夜空也因此流光溢彩，絢麗多姿。他說：「我
按捺不住興奮，不停地按動快門。鏡頭中，幾十位學

和技術的學習機會，以及為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患者免
費篩查眼底，同時培養糖網閱片師。目前已在全國建
立 40 個糖網中心，意在幫助更多糖網病患者避免失明
的痛苦。

◆1997 年 7 月 1 日，方黃吉雯（右一）、
魯平、董建華、劉曉勤、蔣麗芸在「健康
快車」上合影。
受訪者供圖

姓名：劉衛兵
年齡：55歲
1997年職業：

新華社攝影記者

了花花綠綠的廣告，街頭上隨處可見市民打着
行動電話來去匆匆。
劉衛兵有一張非常出名的攝影作品，記錄的是周
南、霍英東、李嘉誠三位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備
工作委員會委員不約而同地將手搭在椅背上看演出。
那是 1995 年底，預委會在北京閉幕並開始籌備回歸工
作。劉衛兵說，那天晚上他去港澳中心採訪預委會閉
幕晚宴。飯後觀看文藝表演時，他發現坐在中間位置
的周南、霍英東、李嘉誠三位委員不約而同地將手搭
在椅背上看演出，姿勢和神態很特別，於是他按下快
門，便有了這張《面向 97》。在劉衛兵看來，委員們
的臉上帶着微笑，卻難掩疲憊，面對越來越近的回歸
腳步，身兼重任的他們很難完全放鬆，這張照片記錄
下了他們在香港回歸前複雜情感的瞬間。後來這張照
片還獲得攝影大賽的特等獎。

活動，拍攝了大量照片，總想為回歸做點事。那時的經歷至今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受訪者供圖

最愛漫步到山頂眺望港島天際線

生打出歡呼勝利的手勢，身穿五彩服裝的小孩子揮舞
着小手使勁地往上蹦，煙花映照在他們笑臉上，被快
門定格成了永恒。」

大場合細觀察拍下經典瞬間
劉衛兵因工作與香港結緣是在 1995 年。「那是 4
月，我出差第一次去，香港的繁華吸引了我，高樓林
立、街市喧囂、車輛川流不息、行人熙熙攘攘。特別
是夜晚，維多利亞灣霓虹燈閃爍奪目，一派現代化大
都市的繁榮。」他回憶說，那時的大巴、叮叮車貼滿

香港回歸後，劉衛兵在2000年至2002年期間被派駐新
華社香港分社，也是他真正開始熟悉香港的時候。那時的
他最喜歡沿着摩理臣山道爬到太平山頂眺望，望着港島上
綿延起伏的摩天大廈、靜靜的維多利亞港，任思緒自由飛
翔。「我還喜歡坐『叮叮車』聽着『叮噹、叮噹』的鈴
聲；喜歡『天星小輪』和『嗚、嗚』的汽笛，那一刻好像
在穿越歷史、現在和未來，感覺很奇妙。」他說。
此後劉衛兵又分別在香港回歸 5 周年、10 周年、15
周年三度赴港，還專門攜家人在香港度過 2013 年的春
節。劉衛兵說，20 多年的來來往往，自己有幸見證了
香港的變遷，對那裏多了一份特殊的感情。「我一直
很喜歡《東方之珠》這首歌，希望香港的風采浪漫依
然，永遠是我心中那座美麗的大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