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IYAO WEISHENG BAO 特别报道2 2018年2月24日 星期六

责编 刘静娜 美编 一 伊

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一，张
长远与几位河南来援疆的老乡一
起聚了个餐，度过了这个中国人
最重要的节日。巧的是，一年前
的今天，正是他告别家人踏上 3
年援疆之路的前夜。

一年来，这位来自河南省人
民医院神经外科的大夫，生活发
生了重大转变：他担任了哈密第
十三师红星医院的副院长，每天
不但要忙碌于临床，还要从事医
院的管理工作；他的孩子去年 6
月来到哈密，将在这里度过 3 年
的高中生活；当年的8月，他的妻
子也来到这里，一家三口终于在
距家乡千里之外的哈密团聚。这
个春节，他们选择在新疆安安静
静地度过。

“平时工作很忙，虽然家人都
过来了，却很少有时间能一家人
在一起。这个假期，我们就在家

里待着，希望能安静地陪伴家
人。另外，医院有事儿时也可以
随时赶去。”张长远说，援疆时间
是 3 年，不算长却也不短。他几
经思量，下决心把全家都搬到新
疆，这显示了家庭在他心中的重
要性，他不想在孩子成长的重要
阶段缺席。

虽说想安静过节，却也并非
全无“打扰”。除夕傍晚，一位维
吾尔族的大哥带着一个小男孩儿
敲响他的家门。这位大哥用不太
熟练的汉语自我介绍了一番，张
长远才明白过来：大哥是他曾连
续做了 18 个小时的手术抢救回
来的患者祖丽菲亚的丈夫。他在
超市工作，春节前特别忙，终于到
了除夕才完成全家人的嘱托，给
张长远送来祖丽菲亚的妈妈亲手
做的“馓子”。

“我特别感动，自己只是做了

分内的事，但这淳朴的一家人却
给了我这份关怀。”不善言辞的
张长远并没有来得及和这位大
哥说太多，就接到了医院的电
话，说是一个车祸入院的患者，
需 要 他 判 断 是 否 有 必 要 做 手
术 。 他 只 能 匆 匆 交 代 这 位 大
哥，让大哥最近抽时间带妻子
来复查一下，就开始查看传过
来 的 车 祸 患 者 的 各 项 检 查 结
果。

总的来说，张长远的春节还
是安静而舒适的。张长远和家
人几乎没有外出，他终于有时间
每天在家给妻子和孩子做做饭，
大家一起坐在室内晒着太阳看
看书，和孩子共同看看节目聊聊
天……年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在这似水的流年中，可以和家人
在一起，可能就是一位援疆医生
想要的幸福吧！

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第一
年过春节，第一次以新女婿的身
份到爱人家拜访，齐天（正在郑
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参加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不敢懈怠，提
前买好了礼品，只待放假。

较国家规定假期，齐天放假
的日子有些特殊：正月初一值夜
班，值完夜班休息 2 天，初三返
岗，再值夜班。

假期很短，齐天早已有心理准
备，上学时他就知道医生很忙，尤
其是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医生，加上
住培生身份，更需要多待在医院。

齐天的爱人任芳和他一样，
也是新踏上工作岗位的医生。
夫妻二人提前规划好了走亲访
友时间：正月初一早上两人上完
夜班，就一块儿回任芳老家。

本来订的上午 10 点的高铁
票，齐天却在9点接诊了一个重症
患者，处理完患者，已误了车。任
芳把车票改签到下午3点。坐2
个多小时普通列车后，他们终于
在正月初一下午6点前进入家门。

任芳的父母早已备好了酒
菜，款待新女婿。几番寒暄，两
三杯酒下肚，任芳家的院子里就
三三两两地来了本村人。大家
名义上来瞧新女婿，实则找夫妻
二人看病。一场酒桌上的科普

讲座拉开序幕。
“齐天，你三大爷天一冷就

咳嗽，去卫生院找医生看了，说
是支气管炎，吃了一个多月药也
没好，咋回事？”

“任芳，俺家棒棒晚上总喊
关节部位疼，白天却不疼，是不
是缺钙？”……

“俺三大爷还有高血压病，
他可以调换下用药，再看看效
果。”齐天说。

“棒棒这属于正常情况，在
医学上叫生长疼痛，一般5~10岁
的小孩儿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只
要腿上没有红肿，按压着也不
痛，就没有多大问题。婶儿，您
放心吧！”任芳解释。

齐天和任芳你一言我一语回
答着乡亲们的问题。由于酒席坐
人有限，说话氛围比医院轻松也
清静得多。即使这样，由于是新
女婿，齐天也不敢含糊，一板一眼
地回答乡亲们的咨询。

齐天的研究生专业是呼吸
内科，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已一
年多，对其他科的疾病亦有所涉
及。他认认真真地回答乡亲们
的问题；但对不了解的，他也会
建议乡亲们去上级医院详查。

任芳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的医生，研究生专业学的是
儿科，而且和乡亲们很熟悉，找
她咨询的人更多。但凡乡亲们
对疾病预防认知有错误，她都一
一纠正，还热心科普儿科疾病知
识。

针对老乡们询问近段时间
孩子感冒比较多，家里是否要准
备奥司他韦，任芳解释，奥司他
韦对甲型或者乙型流感病毒的
确有疗效，但仅对流感病毒有
效，对其他病毒、副流感病毒、合
胞病毒引起的感冒是无效的。

“由于热炒，目前这种药比较
贵，不建议老乡们准备。奥司他
韦在发病48小时内服用可以减轻
症状，缩短病程，但并不是所有流
感患者都一定要吃奥司他韦才能
好。在我们医院，医生一般会建
议重症流感患者、年纪大的或是
有基础性疾病的流感患者服用奥
司他韦来抗病毒。”

一番解释后，家有小宝宝的
乡亲们打消了疑虑。

酒局开了不到 2 小时，前来
“陪酒”的村民却达十几个。大家
没有劝酒，而是少见地在酒席上
探讨疾病预防知识。在任芳家两
天的时间，齐天长了见识，有了人
缘儿，也重新温习了所学到的知
识。

忙了一年，春节到了，对大
多数人来说，在这个假期外出
游玩，风景秀丽或盛产美食的
地方自然是首选。不过，对于
新密市牛店镇打虎亭村卫生所
乡村医生付文娜来说，她去的

“景区”是别人家的卫生所。
谈及这次出游，还得先讲

明白出游时间是怎么来的。
自付文娜做乡村医生至今，17
年来，她的卫生所都是农历大
年三十晚上关门歇业，正月初
二下午开门接诊。2018 年春
节，在卫生所其他医务人员的
强烈要求下，付文娜和大伙儿
才定下了正月初五开门。这
才有了此次出游的时间。

正月初一在家休息一天；
初二回娘家；初三，接诊电话不
断的付文娜便坐不住了，准备

自个儿先去卫生所接诊。这
下，孩子们不乐意了，说：“妈
妈，带我们出去玩儿吧，你都没
带我们出去过。”

孩子们可怜巴巴的请求让
付文娜下定了决心，“坚持休息
到初四，带孩子们出去一趟”。

去哪儿呢？付文娜首先想
到三门峡市陕县宫前乡韩川村
卫生所，那是“最美乡村医生”
马云飞所在的卫生所。

对这一外出游玩儿目的
地，别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
付文娜的孩子们已经很满足
了，直夸：“妈妈，妈妈，你能带
我们出去玩儿了，您说话算数
了。”

一路上，接诊电话仍不断
的付文娜稍微有些扫孩子的兴
致，以致 11 岁的儿子批评她：

“妈妈，您是出来玩儿还是出来
接电话了？把手机关了吧！”

还好这些都是小插曲。顺
利到达马云飞所在的卫生所
后，在接诊室、输液观察室等，
付文娜参观得兴趣盎然。

“艾灸原来要用到这么多
器具，传统手持艾灸条优点多，
但适合有一定艾灸经验的人来
操作。”付文娜兴奋地跟自己的
爱人沟通，“出来转一圈儿真长
见识。马老师在这么艰苦的环
境里坚持这么多年，真值得我
们学习。”

从韩川村卫生所出来后，
尽管付文娜和孩子们当天又去
了地坑院儿看灯展，初四上午
去了天鹅湖，但是对这两个地
方，忙于回复患者微信和接听
电话的付文娜，一点儿也不记

得自己看了什么。
初四下午，匆匆赶回新密

的付文娜，一到家就立马发微
信朋友圈：“大家晚上好！刚从
外地回来，明天早上8点准时上
班，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
如意。”

“忙习惯了，闲着心里很煎
熬，但看到孩子非常开心，我也
很高兴。”付文娜笑言，这个春
节对她来说特别奢侈，休息了
好几天。她知道，很多乡村医
生过年也没办法休息，因为身
在农村，即便卫生所关门了，
村民们也会找到家里，所以对
乡村医生来说并不存在节假
日。也正因此，借助此次采
访，付文娜说，她要给基层的
同行们拜年，道一声：新年快
乐！

“过新年，人人笑，见面说
声新年好。新年好，快乐的新
年多热闹……”大街小巷飘扬
着欢快的歌声。一年一度的春
节到了，在走亲戚、拜新年、外
出旅游等寻常活动之外，2018
年的春节，这些医生过出了不
一样的年味儿。

“人这一生得有理想、有追
求。这个理想对于肿瘤防治来
说，就是关口前移、重心下沉、狠
抓预防。不得肿瘤、不让肿瘤找
上门，有什么办法吗？这就是我
今天要重点讲的一部分——肿
瘤的一级预防……”2月16日，
农历正月初一，当天下午，洛阳
市伊川县平等乡马回营村中心
小学教室内外，或坐或站，100
多位村民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由
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陈小兵教授主讲
的“重大疾病防控40字诀”健康
教育讲座。

作为2017年河南唯一一位
全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陈
小兵果然名不虚传，他的讲座
长达一个半小时，涵盖合理饮
食、戒烟戒酒、心态平衡等多个
层面。他幽默通俗的话语，让
现场不时传来阵阵笑声。

讲座结束后，一些村民感
觉还没听“过瘾”，便一路跟随陈
小兵，又来到了设立在马回营村
卫生所的义诊现场。

村卫生所负责人、乡村医
生刘红钦早在 2 月 2 日便开始
了准备工作。他通过在村卫生
所、村小学外悬挂大红色的长
条横幅、微信群发消息、村广播
通知等方式告诉村民当天的义
诊活动。对于术后康复期或有
治疗需求的患者，他还一一进
行了电话沟通。

医生们呵护健康的拳拳爱
心是相同的。2 月 18 日，农历
正月初三，多位回家过年的灵

宝籍医疗专家来到灵宝市第一
人民医院举行“新春走基层大
型义诊活动”。

这些专家分别是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薛兴
阳教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耳鼻喉科巴云鹏教授、心血
管外科郭龙辉副教授，郑州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赵
根尚教授、放射科郭君武教授，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小儿外
科陈琦教授，西北妇女儿童医
院儿科李占魁教授。7 位专家
带着浓浓的乡情，问诊、检查，
针对患者的不同情况提出合理
的治疗意见。

“灵宝籍在外医疗专家回
乡义诊活动已持续举行 3 年
了。”赵根尚坦言，灵宝市卫生计
生委也非常支持这项活动，在专
家们返乡前就进行宣传，以扩大
义诊规模，扩大群众受益面。

事实的确如此。除去行动

上的支持，2018 年 1
月27日，灵宝市卫生
计生委党委书记、主
任郭辉平还给多位曾
回家义诊的灵宝籍医
疗专家发去慰问信，
感谢专家们为助力灵
宝市卫生计生事业发
展、提高乡亲们的健
康水平做出的努力。当
天在义诊现场，郭辉平
又去慰问了各位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
陈小兵又来到洛阳市伊川县
慈善医院，为医
务人员人员做
健康科普培训，
为患者义诊。

“为了让
更多的人重视
疾病预防、重视健康管理，我会
在健康科普之路上继续奋力前
行。”陈小兵坦言。

“现在村里很多人都是每
年春节才回家一次，所以对我
们乡村医生来说，过年期间是
我们服务乡亲们的黄金时间。
这么宝贵的时间，我肯定不能
错过。”2月16日（正月初一）一
大早，漯河市郾城区新店镇冯
庄村乡村医生曾辉在村卫生室
坐诊，“不过，和往年不同，今年
我是自己过年，有点儿孤单。”

据曾辉介绍，他们一家去
年在漯河买房了。今年春节，
他们一家早早计划去城里过
年。“当时我一直犹豫要不要
去。过年，我肯定想一家人团
聚，但我知道自己职业的特殊
性，要是我走了，乡亲们有个头

疼脑热怎么办？从进入腊月开
始，我就一直想着这个事情。”
曾辉说，“小年过后，我看回来
过年的乡亲们越来越多，就下
定决心，在村里过年。不少人
是从南方回来的，因为温差比
较大，很容易感冒，我走了，他
们怎么办？”

此外，曾辉告诉记者，现在
乡亲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之
前，乡亲们怕晦气，过年期间有
病也不看，硬扛着过完正月初
五才看；现在，大家的健康观念
改变了，不少人趁着春节有空
来村卫生室看病、接受健康体
检等。那几天，曾辉一直没闲
着。

“走之前，家人给我留了一
些饺子，我就冻在冰箱里，这几
天每天吃饺子。因为家里就剩
我自己了，我也懒得回家，晚上
就住在村卫生室，这样也方便
乡亲们随时找我。”曾辉说。

幸亏曾辉没有去城里过
年。过年期间，村里好几个小
孩子放鞭炮时不小心被炸伤，
因为处置得当并及时转诊到上
级医院，所以都无大碍。“特别
是大年三十晚上，一连3个孩子
被鞭炮炸伤，其中一个孩子很
严重，被家长带到村卫生室。
幸亏当时我在村卫生室住，不
然后果很严重。”说起当天晚上
的事情，曾辉仍心有余悸地说。

“说实话，过年这几天，白
天还好，经常有乡亲们过来看
病或者找我聊天，我有时也会
到长期因病卧床不起的乡亲
们家里看看，并不觉得孤单。
但到了晚上，自己吃完饭没事
干的时候，会感觉有点儿孤
单。”曾辉说，“不过，我并不后
悔，因为我是乡亲们的健康
守护者，乡亲们因为我的坚
守能健健康康过年，比什么
都强。”

有了今年的经历，曾辉决
定，只要自己干一天乡村医
生，就会在村里坚守每一个春
节，做好乡亲们的健康守护
者。

从你的 路过

“您没事儿多出去散散步，
不要老是躺在床上！”杞县邢口
镇杨屯村乡村医生任凤凯对已
经脱贫的村民杨某嘱咐道。

据介绍，杨屯村现有 992
户、4100 多人，以前贫困户有
112 户、441 人，是贫困人口较
多、整村脱贫难度较大的村庄

之一。经过帮扶，杨屯村如今
只剩下七八户还未脱贫。

2 月 13 日，在春节即将来
临之际，杨屯村内已经弥漫起
了浓浓的年味儿。当天下午，
任凤凯像往常一样背着急诊箱
为享有健康扶贫政策的村民测
量血压等。

“虽然他们都已经脱贫了，
但是还享受着国家的健康扶贫
政策。”任凤凯说，过年了，外出
打工的脱贫村民也都陆续回来
了，他们该享受的政策一样都
不能落下。

任凤凯所说的政策是杞县
卫生计生委和县域内每一户贫
困人员签写的落实扶贫政策告
知书，其中包含为贫困人员每
年进行一次免费体检。

当天下午3点50分，任凤凯
刚到杨某家，杨某的妻子何某就
迎上来说，杨某的背上起了脓
疮，她正准备去请任凤凯来诊
治，没想到任凤凯自己来了！

任凤凯看过杨某背上的脓
疮后，为其进行了相关处理。
任凤凯为杨某测量血压后嘱咐
其要注意饮食，放松心情，多出
去散散步……在经过交谈后，
杨某的心情也逐渐好了，任凤
凯也放心了。

杨某患有肝癌，已经化疗
了8次，放疗了30多次，之前在

开封市肿瘤医院治疗，快过年
了才回家。“要不是国家的健康
扶贫政策，俺真看不起病！”据
杨某介绍，每个疗程大概需要
花费16000元，但是经过4次报
销后自己才花费了几百元钱。
有国家政策当后盾，过年时，他
的家里再也不像往常一样还要
考虑省钱治病。如今没有了后
顾之忧，家人可以欢欢喜喜过
年了。等过完年，他还要继续
去医院治疗。

当天下午 4 点 20 分，任凤
凯从杨某家出来后，准备前往
下一家，突然手机铃声响起，原
来是一名患儿需要诊疗，他不
得不返回村卫生室。任凤凯
说，过年前，一定要将享有健康
政策的村民走访一遍，为他们
做一次健康体检。

临近春节，考虑到贫困人
员陆续返家，杞县卫生计生委
组织医务人员和乡村医生为享
受健康扶贫政策的人员进行健
康体检。

人物：张曙光 王海旭 刘韶
华

地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综合ICU（重症监护室）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除夕是
阖家团圆的日子，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吃着年夜饭，看着春节联
欢晚会，包饺子、打麻将，热热闹
闹的，才有年味儿。可是，在这
座城市里，却有一群人，为了守
护健康，不得不放弃与家人团圆
的机会，坚守在岗位上。他们，
就是从不“缺席”的医务人员。

除夕早上，天刚蒙蒙亮，张
曙光就起床了，打扫卫生、收拾
屋子、洗洗衣物。临近中午，张
曙光开始收拾东西前往医院。
虽然是下午 6 点交接班，但他不
放心患者的情况，每次轮到他
时，他都要提前去看看，详细了
解患者的情况。他随手从家里
准备好的干果里拿了几块糖。
在 ICU 工作的 7 年里，他有 5 年

都是除夕在ICU度过的。现在，
他的精力已大不如从前。

“从事工作以前，不能回家过
年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凄凉。”至今，
张曙光仍清楚记得，第一次值班的
除夕，正在忙碌时，父亲发来短信，

“家里一切都好，安心工作。”和过
去的几个除夕晚上一样，急诊转
入ICU的患者不断，有车祸伤、摔
伤、醉酒、急性胰腺炎，也有割伤、
炸伤。从下午5点多接班，张曙光
和同事就开始忙个不停：安排床
位、检查、治疗，好不容易安顿好
一个患者，又来了一个患者。医
院给每个人都发了饺子票，可大
家忙得像打仗一样，没有一个人
有空去吃食堂吃饺子。张曙光给
大家定了肯德基，也是谁闲了跑
过去吃上几口。就这样，他们错
过了年夜饭，错过了新年钟声，直
到次日凌晨2点才偷得一丝空闲。

和往年外面震耳欲聋的鞭
炮声不同，今年的除夕，郑州格

外安静。张曙光靠在窗台边看
着外面，感受年味儿。

“今年除夕，我们一共收治了
9 个患者，其中两个是急性胰腺
炎，两个是酒后消化道出血和脑
炎，1个是肝硬化伴消化道出血，1
个是胃窦癌胃切除术后腹腔出
血，1个是便血，1个是基础疾病胃
肠吻合术后的腹痛，1个是精神分
裂症。”刚刚忙完穿刺的王海旭医
生，对着电脑进行病例统计，将除
夕收治情况告诉记者。

“我其实最怕过春节了。”综
合ICU的刘韶华告诉记者，每年
春节，科室的患者人数要比平常
最闲的时候多近一倍。春节期
间，基本每天都要送来大约20个
患者，送进来的患者情况也复杂
严重得多。每次春节期间值完
夜班，回到家，她连站都不想站，
更别说吃喝玩乐了。

“其实，除夕对于我们而言，
只是又一个不眠之夜。如果说
不苦不累，那是假话。现实如
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面对并
努力解决。”凌晨 4 点，一个重症
肺炎患者出现紧急情况，张曙光
被叫醒进行抢救。经过抢救，患
者转危为安。

“张医生，有患者家属找！”
记者跟随张曙光来到 ICU 门口
后，一位87岁患者的家属递上了
老家特产：“张医生，大过年的还
在这里辛苦工作，我不知道表达
什么好。这是我自己做的卤味和
麻糖，送给您，祝您新年快乐！”

“这些点滴小事支撑着我走
到了现在。”张曙光说，那一刻，
他觉得无比温暖，一夜的忙碌、
不能回家过年的遗憾，都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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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凤凯为村民检查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