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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三级乙等综合医院
全国县级医院100强 敬畏生命 呵护健康

乡村振兴七支队伍乡村振兴七支队伍
————风采展示风采展示

“对待病人就像对待亲人一样，

做一个有温度的医者！”这是金华中

心卫生院业务副院长、副主任医师王

李的行医座右铭。他 1993 年 9 月参

加工作，2001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随时以党员医生的身份严格要

求自己，用平凡的事迹诠释了一名党

员医生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天职。

真情服务 处处为患者着想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

康。”乡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沿阵

地，王李作为基层医院的业务副院

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处处为病人着

想，让他们花最少的钱得到最有效的

医治，为乡村“医疗振兴”尽自己的

力量。

今年 5 月，74 岁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何文寿因突发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而住院，病情严重急需转院行介入治

疗，王李多次与病人及家属沟通，由

于家庭贫困，转院治疗费用较高，家

属不愿意转院。时间紧迫，王李在征

得家属同意下，冒险用抗凝药物溶栓

治疗方案进行急救，不仅及时挽救了

病人的生命，而且还为他们节省了一

大笔治疗费用。

像这种事情，在王李的 26 年从

医生涯里数不胜数，他为了让乡村老

百姓在看病问题上少一些奔波，就经

常加班加点工作。不知多少个深夜，

他还在办公室书写病历。为了减轻

患者的痛苦，他总是要把每个患者的

病情诊查清楚、治疗结束才回家。

医患情深 病人视他为亲人

在去年 3 月，90 岁的金华镇抗战

老兵谯章浩，在临终时紧紧地拉着王

李的手，安详地闭上眼睛。

事情缘于十几年前，金华食品厂

突发事件，王李日夜奋战抢救病人。

次日清早，谯大爷因感冒慢阻肺加重

来院找王李诊疗，见他不空就在诊室

等候。临近中午时，王李才一脸歉意

地为谯大爷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

开了药并叮嘱注意事项后，又急匆匆

地去病房忙碌。谯大爷在下楼拿药

时，特意给王李买了三个包子，并执

意叫他趁热吃。王李满是感动，边吃

边与谯大爷聊天，得知他是抗战老

兵，现孤身一人，儿女都在外地。

后来，王李就经常利用周末休息

时间到谯大爷家为他检查身体，陪他

聊天，教他如何控制老年病，还帮他

换水龙头、换灯泡，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这一坚持就是 10 多个年头，王

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视

病人如亲人的医患关系。

免费义诊 守护村民健康

“林大姐，你最近血压控制得不

错，可以酌情减轻用药剂量，但还是

要坚持吃药啊 !”一大清早，王李就带

领医院的扶贫医疗小分队来到金华

伯玉村，开展健康扶贫义诊活动，助

力乡村振兴工作，为村民送上健康。

农村的卫生健康问题，也是乡村

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直接影响着农

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为让农村

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有社会

发展的成果，近年来，王李在做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还和医院的健康扶贫

医疗队走遍了金华大大小小的村子，

开展义诊咨询、医疗帮扶、技术指

导、乡村医生培训等活动，让群众知

晓疾病预防知识，让村民的小毛病不

出村就能得以医治，帮助困难群众解

决就医需求，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直

接享受到医疗惠民政策带来的直接

便利。几乎所有村民都知道金华医

院有一位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王李

医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竭尽全

力为患者解除病痛！”王李告诉记

者，在今后的工作中，他将继续立足

本职，坚守岗位，努力为当地老百姓

的健康、为乡村振兴做自己力所能及

的奉献。 （全媒体记者 艾君）

视病人如亲人
——记金华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师王李

6 月 21 日，平安街道办事处组

织 10 多名党员志愿者走上街头打

扫街道、清除“牛皮癣”广告等，并

带动共建单位太和七小的学生和

部分街道居民也加入社区环境整

治的行动。

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

平安街道组织党员平安街道组织党员
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活动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活动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贾明高）
今年以来，青岗镇开展三大行动，抓

实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工作。

该镇开展垃圾集中整治行动。

完善生活垃圾治理长效机制，健全

“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

一体化处理体系，所有行政村、社区

设置垃圾池，由镇转运车统一转运、

集中处理，建立完善日常保洁机制

和节假日垃圾清运应急保障机制。

截至目前，全镇投入 1 万元，新建、

改建垃圾池 8 个，开展集镇及周边

生活垃圾整治 6 次。

该镇开展村容村貌提升行动。

开展村庄清洁工作，以三清一改为

重点，做到每家每户卫生整洁、垃圾

池不堆积、村道路干净整洁，以土坯

房、危旧房整治为契机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通过镇村干部会、村民代表

大会等方式大力宣传，提倡良好的

人居环境习惯，逐步形成良好环境

卫生风气。截至目前，开展村庄清

洁行动 3 次，镇村召开农村厕所革

命推进会议共 24 次，实现 21 个行政

村、社区宣传全覆盖。

该镇开展水污染防治行动。定

期组织人力对卫生情况较差的涌滩

桥、万福桥和青岗桥进行清理，加大

对沈水河及其周边沿线的巡逻力

度，加强沈水河饮用水水源的监管，

对保护区隔离设施进行不定期巡

查，确保沈水河的清洁和饮用水保

护区的封闭管理。截至目前，开展

沈水河河道及河道周边垃圾专项治

理 3 次 ；设 计 规 划 污 水 主 管 网

5254m，街坊污水接入支管 2280m 的

集镇污水管网雨污分流项目工程已

整体完工，该项目总共投资 744 万

元，部分管网存在的堵塞、未接通等

问题也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贾明高）
近日，潼射镇在幸福村 8 组何家坝

开展防汛减灾应急演练。全体镇、

村 (社区）干部、医院救护人员、派出

所干警、隐患点群众等 50 余人参加

演练。

此次演练准备充分，制定了相

应的应急演练方案。根据方案，各

组紧密配合，积极救助受灾范围内

的群众，圆满完成应急演练任务。

演出结束后，该镇负责人进行

了点评，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

排，要求全镇干部职工要牢固树立

“防范胜于救灾”理念 ，抓好各种灾

害隐患排查，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要强化演练结果运用，各

小组要时刻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

确保在以后的防汛减灾任务面前能

够更好完成任务。

本报讯（李强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今年以来，凤来镇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抓细抓实河

长制各项工作，加大水源地保护力

度，持续改善水环境，打造良好水生

态，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有方、守河

有效。

据了解，该镇完善体系尽责履

职。建立镇村河长体系，富丰河设

有镇级河长 2 名、村级河段长 10 名、

巡查保洁员 10 名。完善系统制度

体系。印发了河长制实施方案、工

作方案和信息报送、河长会议、河长

巡河等 8 个方面的工作制度和机

制。构建多方监督体系，实行人大、

政协监督员及联系部门制度，落实

2 名镇人大代表作为监督员，督促

各级河长到岗履职尽责。形成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高位推动“河

长制”工作体系。紧紧围绕河长制

“六大任务”开展治理保护工作。规

范饮用水源地标志设施，设立饮用

水源保护隔离网 1000 余米。加强

水污染防治，拆除富丰河沿岸养殖

场 4 家。加强水环境治理，进一步

明确各村社区环境治理责任区。将

打捞河道水葫芦、农业生产生活垃

圾等漂浮物、清理堤岸垃圾、清理行

洪障碍物等纳入各村社区辖区任

务。综合利用镇村广播、群众会议、

宣传横幅、展示栏等多种宣传方式，

营造全镇关注河库、保护河库的良

好氛围，使全民治水、护水蔚然成

风。

本报讯（李佩轩 全 媒 体 记 者

苏晨）6 月 20 日，万林乡落实“两不

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试点工作

会在乡政府一会议室召开。该乡帮

扶单位联系领导、帮扶干部、万林乡

乡村干部共计 120 余人参会。

会议传达了省市县会议精神并

对万林乡“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

排查工作作动员，要求各村细化大

排查方案，落实工作责任，通过拉网

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落实整改措

施，限时销号。

会议还组织开展了回头看大排

查业务培训。据悉，万林乡文百村

作为本次试点工作的试点村，乡党

委整合万林乡帮扶干部、帮扶单位

帮扶干部每两人一组，共 46 个工

作组分别到贫困户家中，对照“两

不愁三保障”情况进行详细的摸排

核实，对还存在问题的贫困户建立

问题清单，着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

本报讯（卢睿琪 全 媒 体 记 者

贾明高）汛期将至，近日，太乙镇党

委政府组织太乙敬老院、镇安办、镇

应急办、镇派出所和镇中心卫生院

相关人员开展了一次以敬老院突发

事件为背景的应急逃生及消防器材

使用为内容的模拟消防安全演练。

此次模拟演练内容包括敬老院

执行院长和各级各部门突发事件上

报及处置流程。演练中，镇中心卫

生院对突发事件中发生意外人员实

施紧急抢救，敬老院人员有序疏通

和撤离。同时镇派出所向所有人员

普及火灾应急知识及正确逃生方式

并讲解演示干粉灭火器的正确使用

方法。

青岗镇以“三大行动”为抓手

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潼射镇组织开展防汛减灾应急演练

提升干部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凤来镇抓细抓实河长制各项工作

营造全镇关注河库 保护河库的良好氛围

万林乡召开回头看大排查试点工作专题会

把大排查工作落到实处

太乙镇开展敬老院应急消防演练

普及防灾救灾知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6
月是我国“安全生产月”，仁和镇结

合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6 月 5 日，该镇召开 2019 年安全

生产月动员会，宣布“安全生产月”

活动正式启动，要求各部门、各村

（社 区）、各 单 位 要 广 泛 深 入 开 展

“安 全 生 产 月 ”活 动 ，创 新 方 式 方

法，寻求多种途径，着力宣传“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理念，

力求提升公众安全素质，为“安全

生产月”活动营造浓厚的氛围。同

时利用集镇广播开展“安全生产月”

宣传，就居民安全用电、自救急救、

居家防火等方面的安全常识进行了

普及，努力提升居民的安全意识。6
月 19 日，该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

宣传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展台、悬挂

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

式，向公众普及安全生产的知识，传

播安全生产理念，宣传安全生产政

策法规、安全科普常识，解答群众关

心的安全生产问题。

仁和镇安全生产月活动丰富多彩

努力提升居民的安全意识

王李为病人检查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