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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经历或者见证的村卫生所的巨大变化，深刻反映新中国农
村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礼赞新中国、描绘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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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崔浩浩）近日，汝阳县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成功为一例左侧颈
动脉严重狭窄的高龄男性患者
施行了颈动脉慢闭开通+支架植
入术。本次手术是汝阳县开展
的首例颈动脉介入治疗手术，填
补了该县颈动脉介入治疗脑血
管疾病的空白。

今年 76 岁的患者赵某，因
“突发左侧肢体无力 2 小时”到
汝阳县人民医院就诊。入院后，
医生给予其静脉溶栓治疗后，肢
体瘫痪症状有所缓解。进一步
完善头颅 MRI（核磁共振成像）
及颈部彩超等检查后，医生考虑
其为左侧颈动脉闭塞，导致患者
发生脑梗死。如不采取必要的
手段，再发脑梗死的风险非常
高。医生李国锋在反复研讨、多
方会诊后，征得患者家属同意，

决 定 进 行 颈 内 动 脉 支 架 植 入
术。手术若成功实施，将大大降
低患者罹患脑梗死的风险，同时
通过血管管腔的重新开放，能够
使患者脑内供血恢复正常。可
以说，实施颈内动脉支架植入术
是治疗该患者最佳的方案。

在完善术前准备后，患者
被推上介入室的手术台。李国
锋、李豪杰带领脑血管介入团
队为患者实施手术。术中，医
生通过检查发现，患者颈动脉
已经闭塞，仅依靠极细的滋养
血管供血，微导丝很难通过左
侧颈内动脉闭塞段，手术的难
度明显增大。术中，手术医师
反复更换微导丝，配合微导管，
成功打通了闭塞的血管，在狭
窄部位成功植入支架。术后，
患者的血流恢复通畅，颅内血
流明显改善。

层技术基

我是一名全科医生，目前就职于西峡县西
坪镇卫生院。3个月前，我接诊了一位特殊的患
者，就是 74岁的赵老太太。之前，她多次就诊于
某医疗机构，多次治疗与服药，病情未能好转。
近两个月，我积极参加了下乡义诊活动。在多
次下乡义诊和进行健康宣传教育时，我认识了
这位赵老太太和她的老伴儿。从此，便有了我
们 67天的故事。

9 个月前，赵老太太因在走路时不慎跌倒，
造成了右侧股骨颈骨折合并股骨干骨折。当
时，她无法行走，家人立马将其送至县医院骨科
进行手术治疗，且手术比较顺利。术后，赵老太
太在家中静养，因家属护理不到位，造成了骶尾
部大面积褥疮。半年后，饱受病痛折磨的赵老
太太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我治疗。

我接诊后，初步诊断赵老太太的病情：右侧
股骨颈骨折合并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术后、骶尾
部及右髋部压疮，并患有冠心病、糖尿病。其骶
尾部、髋部有两处严重压疮，肌肉暴露、形成空
洞、附着腐肉、气味恶臭。面对这样的患者，旁
边的其他患者均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甚至
连她的老伴儿也连连摇头。这可怎么办？还
好，我 3 年前参加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治
疗过类似赵老太太这样的患者，有一些治疗经
验。随后，我从容地弯下腰，仔细地观察赵老太
太的疮面、评估疮面，给予清除腐肉、过氧化氢
和生理盐水反复冲洗等。然后，我用手机拍照，
请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
赫鹏、洛阳市中心医院糖尿病科专家远程会
诊。结合会诊情况，我们制订了详细的治疗计
划。随后，我定时为其换药、仔细观察创面的恢
复情况，及时调整了治疗方案。

一天又一天，在大家相互鼓励、不轻言放弃
的坚定信念支撑下；在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的
意志鼓舞下；在不断调整治疗方案的努力下，其
压疮处黄白色坏死部分逐渐消失了，且开始长
新肉了。赵老太太的骶尾部压疮明显缩小，填
充压疮的纱布也一天天减少了。“殷医生，非常
感谢你！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反正让你受委屈
了。当时，别的医院都不敢收治她，而你不仅给

她治疗，还给她治得这么好。这些天，你比我们的孩子都亲啊！”
赵老太太的老伴儿感动地说。

经过 67 天多达 41 次换药，赵老太太的压疮逐渐痊愈了。随
后，她能够迈着平稳的步伐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来酸甜可口
的杏子。

冰心老人曾经说：“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
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
人，踏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落，也不觉是悲哀。”作为一名基层
全科医生，我将努力成为一名有能力、有温度的健康守门人。

（作者供职于西峡县西坪镇卫生院）

1984年，袁金来从卫生学校
毕业后，便开始了他的从医生
涯。他选择来到基层，从一个乡
村 医 生 干 起 ，这 一 干 就 是 39
年。作为乡村医生，他在为患者
治疗疾病的同时，一有空闲便上
山采药，夜晚开始阅读中医典籍
等。他一边行医，一边学习，不
断提高自己的诊疗技能。注重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他，每诊断一
个病例，都会详细写好记录。他
希望这样做能对其他医务人员
有所帮助。

袁金来家住淅川县大石桥
乡陡岭村，该村地处豫西北深山
处，有 213户，1100余人，11个村
民小组，20个自然居民点。20世
纪 80年代前，村里没有电、没有
公路，且山高沟深，山路弯弯曲
曲、坑坑洼洼，到处长满了荆
棘。村民有了头疼脑热，要步行
20余公里才能到乡卫生院治疗；
村民患了急病，再遇到恶劣天
气，后果不堪设想。

在袁金来每天接诊的患者
中，有 2/3的患者主动提出服用
中药。因此，他为了给患者减少
医药费，只为每一位患者开一剂
药，药费在 7～20元之间。若遇
到老弱病残的患者，扎针不收费
已成为袁金来的惯例。半个月
前，天空中下着大雨，家住陡岭
村的村民郭靖（化名）头痛难忍，
其家人请袁金来出诊。袁金来
立即背起药箱，就往患者家里
跑。当赶到患者家里后，袁金
来经过问诊、听诊心肺，初步诊
断其为脑出血。袁金来立即让
患者服用一些药物，然后找人、
找车送患者到县医院抢救。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袁
金来正在家中给一位患者看病，
寺湾乡大偏峪一中年妇女突然患
了中风，其家属立即请袁金来出
诊。袁金来立即准备好药箱，快
速往患者家里走。他们翻越了海
拔 470米的大山后，才到达患者
家中。袁金来迅速抢救患者。20

分钟后，患者转危为安。这一夜，
袁金来翻山越岭，因山险路滑，摔
倒了十几次，腿部流着血，手冻僵
了，但成功抢救了患者，他感到很
快乐、很满意。

“袁金来的脾气很急躁，谁
请他看病，不管多远他都会去，
这是他被患者称为‘嘴快、手
快、脚快’的原因。”袁金来的爱
人微笑着说。

由于为患者治病疗效好，服
务态度好，袁金来得到了村民的
好评。袁金来曾多次被管理部
门评为“先进工作者”。2004年，
袁金来荣获南阳市最美乡村名
医；2013 年 3 月，他被南阳市中
医药管理局授予“南阳市名中
医”荣誉。

多年来，袁金来为大多数患
者治愈了疾病，为患有疑难疾病
的患者缓解了病情。村民们时
常说：“袁金来是一位好医师！
他能够随叫随到，治病疗效好，
我们信任他！”

2007年冬天，开封市祥符区
土山岗卫生院院长问我：“明年，
管理部门要求我们建立以大病
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管理
部门要求每个行政村都设有村
卫生室，方便村民就诊。黄庄村
准备建设村卫生室，你愿意去
吗？”我爽快地说：“可以，感谢院
长信任我！”其实，我深知，建立
新的村卫生室，是一份辛苦劳累
的工作。可是，面对困难，我应
该勇往直前。

那一年，我义无反顾地踏上
了建设黄庄村卫生室的征程……

时间紧，任务重。在村委员会
负责人的支持与帮助下，我们临时
租了村民的3间平房作为村卫生
室，环境简陋，诊疗器具由几个体
温计、一台血压计、一个听诊器组
成，另有两组药柜、一张桌子、两把
椅子。就这样，黄庄村卫生室开诊

了。在卫生室开诊的第一天上午，
前来围观的群众确实很多，可没一
个来看病的。当时，我有一种失落
感。当天下午，有一位30多岁的
妇女来到卫生室，请我出诊。原
来，她的父亲患病了，一天都没吃
饭。我马上背起急救箱，迅速赶到
患者家里。患者70多岁了，躺在
床上，面色异常红润。我谨慎地为
患者测量血压、体温，听诊等。经
过综合分析后，我确诊患者为高
热、上呼吸道感染。随后，我迅速
返回卫生室，为患者取药，再返回
患者家中进行治疗，并向患者嘱
咐服药注意事项。第二天，患者
家属来到村卫生室高兴地说：“感
谢贾医生！由于你及时治疗，我
父亲的病好多了，饭量也增加
了。请贾医生为我父亲复诊。”看
到患者家属欣喜的笑脸，我心里
比吃了蜜还要甜。

由于村卫生室离我家有一段

距离，若晚上有村民患病，需要急
诊，我出诊非常不方便，因此，我
每天必须保证 24 小时都在卫生
室里。随后，我把床放在药房的
角落里；在卫生室的后面搭了一
间简易房，方便做饭。这样，卫生
室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有一年除夕，我刚煮好一锅
饺子，准备吃饭，电话铃声突然响
起来了。一位村民在电话里焦急
地说：“贾医生，快来给俺爸看病
吧！俺爸的气管炎复发了。现
在，他闷得喘不过气来。”听到这
番话，我迅速背起药箱就往患者
家里跑。赶到患者家里，我立即
为患者听诊心脏、肺部等，让患者
服用一些治疗气管炎的药。等患
者的病情有所好转，我嘱咐患者
注意保暖、休息以及服药的注意
事项后，就返回村卫生室。这时，
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开始了，我家
的团圆饭也早已经凉了。可是，

我心里却产生了一种幸福感、满
足感！

几年来，国家出台了诸多惠
民政策，为了让更多的村民享受
到这些惠民政策，我积极做好宣
传工作，使农民充分认识到惠民
政策的好处，提高了村民的参合
率，我村的参合率为 98%。自从
国家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政策以
来，我严格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努力解决看病难等问题。

乡村医生不仅担负着农村常
见病的诊疗和防治工作，还担负
着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我努力做好预防接种、65岁以上
老年人健康管理、孕产妇管理、健
康教育等工作。

为了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工作，我自费购买了身高体重仪、
电子血压计、血糖仪等。国家出
台扶持基层医疗卫生的政策后，
当地卫生部门为卫生室配备了一

体机、远程心电图机等。现在，我
们为本村常住村民建立了居民健
康档案；每个月都开展居民健康
讲座，两个月更换 1 次宣传栏内
容；对儿童预防接种和体检进行
登记等。

自从开展健康扶贫工作以
来，我为本村贫困人员建档立卡，
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等。对符
合慢性病条件的村民，我为他们
办理了慢性病本，减轻了他们的
就医负担，并提供随访服务；印制
了健康扶贫资料，免费发给贫困
人员，让他们了解健康扶贫政策，
从而帮助他们早日脱贫。

这些年，我见证了卫生室发生
的巨大变化。作为一名乡村医生，
我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基层医疗卫
生事业中，努力为村民消除病痛，
为群众的健康贡献力量。

（作者供职于开封市祥符区
罗王乡黄庄村卫生室）

“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大
家全部起立，让我们共同唱起《把爱
心送给每一个人》。”8月 4日上午，掌
声和笑声以及赞美声交织在一起。
据悉，由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举办
的为期 4天的“首期 2019年全省乡医
助理技能提升培训班”在郑州市落下

了帷幕。在现场，该公司金融市场部
总经理王铭方、个险销售部总经理闫
志江等领导为优秀班级和优秀学员
颁发了奖品。

“今天，为期4天的技能培训结束
了，俺毕业了。回去以后，俺要为辖
区的乡医朋友提供更好、更全面的医

疗服务。对‘一健通’APP（应用程序）
智能平板电脑的功能应用，俺要对乡
医进行面对面技术指导，让他们尽快
掌握使用技巧，为村卫生室实现无纸
化办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将
从这里出发！”一位新乡市的学员高
兴地说。

“‘一健通’APP智能平板电脑将
要陆续发放，请你们耐心等待。在这
里，你们已经得到了全面、系统的技
能培训。希望你们回去之后，要为身
边的乡医朋友给予强有力的技术支
持，从而提供‘贴心’服务。”

据了解，自去年以来，中国人寿
河南省分公司投资了上亿元资金，
进行软件系统开发，为全省好乡医
会员“量身定制”了一款外观精致、
功能全面的“一健
通”APP 智能平板
电 脑 。 首 批 1 万
台将要免费配发
到好乡医会员手
中，从而让村卫生
室的乡医实现无

纸化办公，以“互联网+健康+金融”
创新工作模式，来替代传统的用“笔
和纸”干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
工作方式；通过互联网形式提高工
作效率，减轻工作压力，让乡医步入
互联网时代，为村民提供方便、快
捷、全面的医疗卫生服务，从而实现
无缝隙服务对接，同时要为村民的
健康保驾护航。

据了解，来自全省近 200 名乡
医助理进行了《梦想导师面对面》

《乡医工程梦想起航》《潜能激发拓
展训练》共 15 项专业知识培训。毕
业了，学员们带着梦想和理想以及
满满的收获，与导师们挥手告别。
学员们纷纷走上工作岗位，用一颗
真诚的心服务着一方百姓。

“今天，我们每一位乡医都会领到出诊箱。”近日，中国人寿襄
城县支公司与紫云镇卫生院共同举行了一次有着深刻意义的好乡
医会员出诊箱发放仪式。在发放仪式上，我们开始将全省首批 1
万个好乡医会员出诊箱向每位乡医发放。

据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高级主管杨傲霜介绍，自去年 6月
以来，该公司在推行“互联网+健康+金融”创新工作模式的基础
上，不断为乡医提供及时、有力的帮助。免费配发出诊箱是好乡医
会员的专属福利，并且是全部免费发放。据了解，发放出诊箱将分
批次进行，本次发放对象为全省前1万名入会的好乡医会员，分别
以各乡镇卫生院为中心陆续发放到位。

“老式出诊箱大，拿起来比较重，出门携带很不方便。俺平时
很少携带老式出诊箱出诊，所以使用频次不高。这次，中国人寿河
南省分公司配发的专属出诊箱大小比较合适，重量比较轻，内部设
计很合理。这样，俺携带起来就方便多了，且拿着专属LOGO（机
构的标识）的出诊箱开展工作，很有‘正规军’的感觉，非常感谢中
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紫云镇张庄村乡医谢冰锋开心地说。

杨傲霜表示，路虽远，行则将至。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定会
落实好对乡医的每一项承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坚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克服重重困难，服务好乡医，服务好百姓。

朋友，我们将从这里出发！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张 豪 文/图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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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金来为村民测量血压 袁金来获得荣誉证书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张雯雯）近日，家住新县某镇
的叶先生专程赶到新县人民医
院，给该院骨科及麻醉科全体医
务人员送来锦旗，感谢其对母亲
李某的精心治疗。

叶先生的母亲今年 95 岁，
在新县人民医院就诊，被医生
诊断为“右股骨转子间粉碎型
骨折”。患者入院后，该院骨科
主任许朝晖带领科室团队，与
内科主任医师金世宏、麻醉科
主任医师杨裕莲、主治医师刘
涛经过多次会诊，制订周密的

治 疗 方 案 。 经 过 完 善 术 前 准
备，在骨科、内科、麻醉科、手术
室等多学科通力协作下，许朝
晖率领团队成功为患者顺利实
施“股骨转子间骨折闭合复位
PFNA（一种新型股骨近端内固
定系统）内固定术”，手术取得
了成功。

术后第二天，患者就能够
在助行器辅助下，下床活动，避
免了长期卧床产生并发症的风
险 。 患 者 与 家 属 表 示 非 常 满
意，连连称赞该院医务人员医
术高超。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
员程瑞军）近日，泌阳县卫生健康
体育系统 2019 年“精准扶贫·金
秋助学”动员会在该委 6 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传达了《县委办公
室、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泌
阳县 2019 年“精准扶贫·金秋助
学”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金秋助学”是中华民族扶
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在历年开
展“金秋助学”活动中，各级医
疗卫生单位积极配合，广大干
部职工和爱心家属积极参与，
使优秀学子和困难学子顺利得
到资助。

今年秋季开学时间临近，
然而，在我们身边，有一些孩子
因为家庭贫困而为新学期的学
费发愁。为了帮助寒门学子圆
求学梦，该县卫生健康体育系
统各单位、各部门积极宣传“金
秋助学”活动的重要意义，广泛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自觉响应
县委、县政府号召，积极开展爱
心义捐活动。

此次捐款将用于资助经过
筛选符合条件的精准扶贫建档
立卡特困学生。该活动充分展
现了卫生健康系统良好的精神
风貌。

我有了第二个家
□贾文丽

他坚持为村民提供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 乔晓娜 文/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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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县人民医院

实施颈动脉支架植入术

新县人民医院

为95岁老人实施手术

泌阳县卫生健康体育系统

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