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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百年党史 讲好妇幼故事

不知不觉，我已经从医 30
年整，回想起从医历程，往事
总是历历在目。

从高考后填报志愿，到如
今在中医院工作这么多年，这
些年的工作与生活经历，经常
使我浮想联翩。

我依稀记得高考结束后，
在填报志愿时，父亲对我说：

“你报个医学院吧，将来当医
生好。医生这个职业对别人、
对自己、对家庭都有好处，还
受人尊敬。”我仔细一想，父亲
说的这番话确实有道理，就填
报了焦作市中医药学校，选择

了医学道路。
那时候，各个地方都在大

力发展西医，相比之下，中医
发展有点儿缓慢。我曾懊悔
过，我怎么采纳了父亲的建
议，学习中医专业呢？对此，
父亲常常开导我，并微笑着
说：“中医是祖国医学的瑰宝，
你参加工作后就能体会到中
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毕业后，我就职于孟津区
中医院，专业对口，我就专心
于自己的诊疗业务，一步一个
脚印，不断努力学习、分析病
案与总结诊疗经验，努力提升

自己的综合诊疗能力。
在诊疗过程中，我常常喜

忧参半，每治愈一名患者，就感
到很欣慰；遇到难治之病，我就
寝食不安，忧心忡忡。于是，我
请教资深专家，或查阅资料，或
上网站查找相关学术信息，想
方设法解决问题；治好一个重
症或一个疑难杂症，我感觉像
打了胜仗一样兴奋。若遇到回
天无力之疾病，比如癌症晚期，
我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总是
尽最大能力治疗疾病，或帮助
患者解决生活问题，或进行心
理安慰，使患者树立起生活的

信心。
从医 30 年，遇到的患者形

形色色，大部分患者及家属对
医生都很尊重，只有极个别患
者，会因为种种原因对医生产
生无礼行为。遇到这类患者及
家属，我仍然怀着理解、宽容之
心，照样尽职尽责去治疗、去帮
助、去安慰，最终把他们感化，
甚至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这些年，在行医过程中，
我虽然尝尽了酸甜苦辣，但还
是甜味最多。在临床实践中，
也验证了我父亲的说法：“医
生这个职业对别人、对自己、

对家庭都有好处，还受人尊
敬。中医是祖国医学的瑰宝，
你参加工作后就能体会到中
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在诊疗过程中，我切实感
受到中医药具有“简、便、验、
廉”的特点，在预防、保健、养
生、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势和作用。通过治愈一些患
者，这些患者又把中医的特色
告诉给亲朋好友。就这样，一
传十，十传百，逐渐形成群众
喜欢看中医、用中药的良好氛
围。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中医药发挥了独特作用，大
家有目共睹。中医药具有诸
多神奇之处，我决定继续努
力学习、发掘，以便造福更多
患者。

（作者供职于洛阳市孟津
区中医院）

在党百年华诞之际，我阅读
了报告文学《把一切献给党》，被
老前辈吴运铎的坚强意志而感
动。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
精神，激励着我不断振奋精神、
做好本职工作，在检验医师的工
作岗位上向他“看齐”，为祖国和
人民奉献我的青春和力量。现
与大家分享我的读书体会。

伟大精神 历久弥坚

《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是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本革命回忆
录 ，也 是 被 称 为“ 中 国 的 保
尔”——吴运铎的自传。他出
生在安源煤矿，家境贫寒的他
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战争带来
的苦难。在生活的煎熬中，他
逐渐认识到要翻身，要解放，要
光明，就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吴运铎曾说：“只有具有远大理
想的人，他的精神才永远是充
实的。这理想就是为人民的幸
福、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而献
身。”

《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中

有较多内容是讲述吴运铎在革
命队伍中的锻炼成长的场景：
1938年，他参加新四军，1939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消灭敌
人，他开始了与枪炮制造紧密
相连的一生，长期工作在军工
一线。吴运铎为了制造武器，
曾不顾一切地苦打死拼，即使
负伤流血也在所不惜。他曾 3
次负伤，左眼、四根手指和腿被
炮炸坏，但他依然在病床上研
究新武器的制作方法。他原来
是一个文盲，为了打击敌人，就
下定决心学习技术，付出最大
努力，成长为掌握现代科学的
军工专家。为了党和人民的事
业，吴运铎奉献了青春，奉献了
生命，奉献了自己所拥有的一
切。

这是一个战士的成长史，
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发展
史，我相信任时间流逝、时代变
迁，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
精神不会暗淡，必将在历史的
长河中光芒闪耀，激励一代又
一代党员干部，英勇无畏，大公

无私，拼搏奋斗，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
的力量。

结合实际 贡献力量

对于我而言，党恩似海，在
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用血
肉之躯铸就了我们今日的安
稳、繁荣与幸福生活。怀揣着
爱党爱国之情，我有幸加入河
南省肿瘤医院检验科，正式成
为一名检验医师。自参加工作
以来，我的感触良多，老师们的
言传身教，工作上的摸爬滚打，
都让我认识到一名优秀的检验
医师要有不骄不躁的耐心、始
终如一的细心和不安于现状的
进取心。

要有不骄不躁的耐心。从
表面上来看，检验就是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工作，在这
看似千篇一律的工作中，要带
有医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
有足够的耐心认真完成每一个
标本的检测，因为每一份标本
都寄托着一位患者对健康的期

盼。当我们能做到耐心，就能
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患者
忠诚地做好日常检验工作。

要有始终如一的细心。同
样一份检验报告，对于不同疾
病状态的患者来说代表着迥然
不同的含义，这就要求检验医
师要有始终如一的细心，仔细
分析每一份异常报告，以确保
发出的每一份检验报告都能准
确地反映患者真实的身体情
况，进而为患者下一步诊疗打
下坚实的基础，也就是真正为
患者的健康负责。

要有干事创业的进取心。
在这个创新科技飞速发展的年
代，人民生活质量日益提高，广
大群众对健康的追求也越来越
迫切，高歌猛进的社会浪潮也
要求我们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
进取心。我所在的检验科有着
得天独厚的科研条件，我们掌
握着大量的临床标本和相关数
据，每天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
发现临床问题的最佳时机，我
们要有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

睛，分析检验报告、积累经验，
伺机而动；要积极地将临床问
题转化为科研问题，灵活运用
新知识、新技术解决科研问题，
再将取得的科研成果进行改
进，完成临床转化，最终形成临
床—科研—临床的良性循环，
为科室和医院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
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我深刻感
悟到前辈的无私奉献和不懈奋
斗，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想信念，满怀感恩之心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奉献一切。虽然我的从医经
历尚浅，但我会从自身做起、从
现在做起、从工作做起，努力将
耐心、细心、进取心“三心”合
一，奋勇投身于祖国建设的伟
大实践中，在干事创业中彰显
能力担当和自身价值，争取成
为一名对党、对祖国、对群众有
用的检验医师！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肿瘤
医院检验科）

悦读

位于豫西伏牛山区的嵩
县人民医院，始建于 1949 年，
是全县唯一一所二级综合医
院和河南省“五一先锋号”急
救站。70 多年来，医院文化元
素深入人心，员工的集体人格
形成了自觉，在扎实的工作
中，先后获得了“全国百姓放
心示范医院”“河南省惠民医
院”等多项特殊荣誉。在王春
生的带领下，我们来到该院建
起的豫西县级医院中的首家

院史馆，移步3个展厅，感受医
院 70 多年间的风雨历程和文
化积淀。

400多张图片、近200件实
物形成的医院文化链接

“以史为鉴，以文化人！院
史馆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更
好地总结历史，以史为鉴，用正
确的医院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引
领医院的发展和不断迈进新征
程！”王春生说。

2018年5月1日，嵩县人民

医院新院区正式竣工，并投入
使用。2019 年春天，医院做出
建院史馆决定，并成立院史馆
建设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院史
馆硬件建设及院史资料的收
集、整理和布展工作。2019年8
月12日，医院通过招标，由专业
公司设计施工；2019年9月，开
始各项资料收集、编纂、排版及
建设工作；2019 年 12 月 31 日，
建筑面积达 330 平方米的院史
馆硬件建设完工。

我们在这里看到，该院院
史馆布展内容的时间范围上溯
至 1949 年建院之初，下限以
2019年12月实现“一院两区”划
时代变化标志为止。展出的内
容，尽叙该院历史沿革的要略，
追述本院先贤的功绩，记录本
院跋涉前进的足迹。馆内分

“筚路蓝缕 艰苦创业”“栉风沐
雨 砥砺前行”“改革开放 励精
图治”“志存高远 与时俱进”

“勇立潮头 继往开来”“展望未
来 再创辉煌”6个展厅（如图），
除图片、实物外，他们还用视频
短片、激光全息影像系统呈现
院址原貌、多媒体声光电等形
式，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医院的
风雨历程和辉煌篇章。

医院文化，贵在积淀，贵在
传承

历史在变，初心不变。在
一幅幅或黑白或彩色的图片、
一件件或古董或现代的实物
中，我们追逐着医院的历史，感
受着“嵩医人”不变的初心和执
着的坚守。

看！20世纪50年代，“嵩医
人”让全县流行性病疫情得以
控制；60 年代，自制药品，解急
救危；70 年代，扁担医院，医疗
下乡解病痛；80 年代，抗“非
典”、抗“地震”灾难面前不退
缩；90 年代，汽车医院为民服
务，增设施，引人才，升技术，为
民健康，至真至诚；21 世纪，跨
越前行，科学发展，硕果累累。
院史馆在展现“嵩医人”“精医、
敬业、诚信、厚德”的同时，充分
体现了医院文化建设的特色，
反映了医院发展的精神支柱和
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以文化人，天使情结深入

骨髓，融入生命。在展厅中，退
休医生王月新的事迹颇具代
表性。1933 年，出生于嵩县车
村镇明柏川村的王月新作为
妇产科医生，看到因家庭贫困
喝不起红糖水的产妇，就立马
冲上一碗红糖水送去。患者
掏不起医药费时，她就自费为
患者买药；患者住院没有地方
吃饭，她的家就是食堂；患者
没钱住院，她的家就是医院。
1989 年 退 休 后 ，她 仍 心 系 医
院，心系患者，经常到医院科
室走一走、看一看。退休 31 年
来，王月新坚持每年参加医院
老同志座谈会，并提出很多合
理化意见和建议。在她的引
领下，她的两个女儿、孙女也
走上医学岗位。“等我走后，你
们把医院的白大衣给我穿上，
我这辈子是医生，下辈子还做
医生。”这是王月新生前的遗
言，简短的话语流露出她对医
疗卫生事业炽热的爱和一心
为民的满腔热血。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文
化是效，文化是一切力量的源
泉！”王春生说。在院史馆中感
悟历史，触摸历史，为的是历久
弥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光
大救死扶伤为人民的底蕴。该
院院史馆不仅具有存史和资治
的意义和价值，还是对全院职
工进行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时刻激励和提醒着全体职工，
要传承和发扬医院艰苦奋斗的
光荣传统和实干精神，强医德，
强服务，永创新，永担当，让医
院独有的文化魅力闪光绽放，
续写嵩县人民医院的事业新辉
煌、文化新篇章。

（本文图片由刘云飞拍摄）

医院文化

从医随想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党史学习不
忘初心。作为正阳县的儿女，我同家
乡一起成长，见证了她从尘土飞扬到
森林之城的完美蜕变，见证了她从经
济贫困、土地贫瘠向中国花生基地的
华丽转身，见证了父辈们用辛勤和汗
水创造正阳跨越前行的发展奇迹，更
见证了这方神奇的热土历经岁月更迭
积淀出的追梦精神。勤劳智慧的正阳
人在党旗红色的光芒中，意气风发，一
路 向 前 。正阳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正
阳县妇幼保健院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
翅膀。

翻看历史的画卷，1971 年正阳县妇
幼保健所在历史的浪潮中落地、发芽、
生根，在 50 年的建设和发展中，沐浴着
改 革 开 放 的 春 风 ，顺 势 而 为 、奋 发 进
取，从最初的普及新法接生、培训接生
员到逐步发展为集临床医疗、妇幼保
健、母婴技术培训为一体的特色专科
妇幼保健院，护佑着全县妇女儿童的
健康，是正阳县唯一一家国家级“爱婴
医院”。

几十年前，正阳县妇幼保健院的那
几名医务人员，那几间土坯房，都早已
融入岁月的风霜，但那坚持为妇女儿
童保健工作走街串巷的身影依然笃定
坚强！他们热情周到的情景依然停留
在群众的心中！信仰坚定的妇幼人，
始终明确妇幼卫生的工作方向，舍小
家、为大家是正阳妇幼人共同的思想，
全体职工集资购买两座旧办公楼，装
修、设计、建新院。在搬院之初，虽然
时间急迫，资金紧张，但是 40 多名妇幼
人不怨天忧人，放弃休息，利用 3 天时
间就完成了医院的整体搬迁。正阳妇
幼人在艰苦的环境中铸就了坚强，在
困难面前闪耀着奋进的光芒。

新保健新关爱，新院区新形象。这
两个新院区是我们几代妇幼人的腾飞
梦重新开始的地方。免费发放叶酸、
免费婚前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关
注孕产妇健康、扶贫济困、儿童营养改
善项目、民生实事、执行国家惠民政策
等一系列为民服务措施，真正把妇幼
人的爱送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在这
里，我们用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建起了
规范、标准的临床保健服务科室，开设
了产前筛查、新生儿疾病筛查、两癌筛
查、智力筛查、视力筛查等服务项目，
把提供生命全周期服务理念贯穿各项
工作中。从建院开始，正阳妇幼人就
不断刷新自己的进步纪录，从一个小
小的妇幼保健所发展到拥有先进医疗
设备的妇幼保健院；从简陋的产前保
健，发展到完善的保健系统，成为市级
典范；从各个科室的简单建立到完备，
从小到大，不一而足，实现着妇幼人的
一个个梦想。

优良的服务，精湛的技术是群众的
期盼，也是妇幼人的梦想，人性化的服
务流程，亲人般的服务热情以及干事
创业的精神使每个妇幼人激情高涨。
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和务实的精神汇聚
了妇幼工作前行的力量，为实现中国
梦打牢基础。

不忘医者初心，服务基层群众。为学以致用，医院全体党
员干部立足本职工作，将学习和领会党章党规党史融入日常工
作中，走街头、进社区、下乡村，积极为群众义诊，开展健康宣
讲、健康扶贫、精准扶贫等活动，把群众的健康和冷暖放在心
上，做到用情于民，服务于民。

正阳县妇幼保健院的巨大变化和“十四五”规划目标，传承
妇幼人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拼搏精神，围绕“理思路、看变化、
谋发展、育先机、开新局”，2021 年，医院综合楼即将投入使用，
新院区那巍峨的大楼、优美的环境、整洁的就诊大厅、先进的医
疗设备、洁净温馨的妇产科病房，充满童趣的儿童病房，甚至配
备了国际上先进的情景治疗室等；院容院貌、技术水平、医疗设
备、服务环境，都将发生着巨大变化。站在新的历史舞台上，妇
幼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抢抓机遇，紧跟时代，创造我们的
奇迹。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儿童强、母亲强、中国强，壮美
蓝图已绘就，向着未来再出发！

（作者供职于正阳县妇幼保健院）

绘
就
蓝
图

奋
进
正
当
时

□
王
秋
珍

文化元素与集体人格
——嵩县人民医院院史馆呈现的文化积淀和精神传承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李优良 郑晓平 文/图

行医之路 累并幸福着
□吕玉静

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这是著名学者余秋
雨在《中国文化课》这本书里说的一段话。

“诚哉斯言！当精神价值一出现，文化就有了主心骨；当集体人格一形成，文化就找到了归结点！”
金秋时节，在嵩县人民医院，该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春生深有感触地说。

用“三心”为患者服务
□胡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