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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薛湾 3 年没回家过春节

妻子携儿女来探班

西峡县西坪执法服务
站民警薛湾今年 32 岁，入
警参加工作 9 年来，一直
坚守在西坪中队，已经连
续 3 年没有回家过春节
了。 今年大年初一那天，
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出现在他面前时，充满愧
疚的他急忙上前给他们娘
仨一个大大的拥抱，感动
了在场的值班同事。

记者了解到，西峡县西
坪执法服务站地处豫、 鄂、
陕三省五县结合部，是西北
五省通往中原河南大门，地
理位置十分特殊，西北五省
车辆进入河南必须经过这
里， 也是中原通向西北的
“桥头堡”。 自 1 月 21 日春
运启动以来，检查服务站启
动一级勤务， 全站 20 多名
民警全员上岗，24 小时轮
班值守。

2 月 5 日（大年初一）
的早上， 薛湾正在执勤
时，突然发现前方一个熟
悉的身影朝自己走来，他

看到妻子张合青一手牵着
3 岁半的女儿， 怀里抱着
8 个月大的儿子站在自己
面前时， 内心充满了暖
意，急忙上前给他们娘仨
一个大大的拥抱。

妻子告诉他， 早上起
来后，女儿一直闹着要找
爸爸， 她理解丈夫的工
作，也知道丈夫在惦记着
家人， 为了给他一个惊
喜，就让孩子的爷爷开车
赶到距县城 50 公里的西
坪中队看望坚守岗位的薛
湾。 听完妻子的话，看着
父亲、 妻子和年幼的孩
子，薛湾满是愧疚。

为不影响丈夫的工
作，张合青和孩子在中队
待了半个小时后就返回县
城，在临走之时，同事专
门给他们拍了个全家福。
薛湾告诉记者：“新年相
聚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
作为一名交警，能守护着
群众的出行安全，一切付
出都是值得的！ ” ⑤2

南阳市儿童医学中心春节里的暖心事儿

大年初一 医生给小患者发红包
□本报记者 王渊博

大年初一在医院里度过，
是件挺郁闷的事儿； 大年初一
收到医生送的压岁红包， 是一
个惊喜。 2 月 5 日，大年初一，南
阳市儿童医学中心主任杨军带
领值班的医生、护士一起，来到
儿科病房， 为住院的小患者发
新年红包，祝他们新年快乐、早
日康复。

过大年， 是小朋友们最期
盼的事儿了———串亲戚、 品美
食、 逛游乐场、 领红包……可
是， 有一些小朋友由于身体的
原因，需要待在医院里。 特别是
大年初一， 想着别的小朋友可
以开开心心地领红包， 真是羡
慕。 在市儿童医学中心住院的
小患者们没有想到， 新年有意
外的惊喜———大年初一早上，
杨军带领可爱可敬的白衣天使
们，细致查房，还给每个小朋友
发了新年红包， 祝愿他们新春
吉祥、早日康复。 在明亮整洁的
病房里，红彤彤的新年红包，映
红了小患者的笑脸， 欢乐喜庆
的气氛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
人，“谢谢医生！ ”“太谢谢你们
啦！ ”患者家属纷纷向医护人员

表达谢意。
护士长刘娟介绍：“大年初

一为小患者发新年红包 ，从
2012 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 7
年， 可以说成了我们的一种传
统。 住院本来就是一件挺痛苦
的事儿，再和过年撞到一块儿，
更让人郁闷。 大年初一给小朋
友送上压岁红包，图个吉利，送
个惊喜， 希望好心情能使他们

快点康复、早日出院。 ”
儿童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

未来。 南阳市儿童医学中心是
在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系
统基础上， 整合各项优势资源
设立的市级专业医疗机构。 市
儿童医学中心关注儿童健康，
以人为本、细化服务，用自己的
担当和精湛的医术， 赢得了市
民的点赞和信赖。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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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 一站式惠
民 文 化 需 求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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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金冰

春节坚守岗位 为生命“护航”
新春佳节，阖家团圆。 但对

于不少医护人员来说， 春节假
期却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
大年初五，在市中心医院 17 楼
胸外科的重症监护室里， 身穿
白大褂、 手拿病历单的该科室
副主任医师金冰正和几位护士
围着一张病床， 边向患者询问
病情边记录。

据金冰介绍， 除夕前后，入
院的患者数量跟平时差不多，
重症病人也并没有因为过节而
减少。“之前，我们为一位年近
七旬的老人做了手术， 他平时
喜欢吸烟饮酒， 坚持认为过年
不能去医院， 结果现在病情严
重了，家人才把他送过来。其实，
很多年纪大的老人跟这位老人
的想法一样， 平时不注意体检，
身体出现不适就随便去诊所买
一些药品了事，结果把小病硬生
生拖成了大病，幸好现在发现及
时，再晚一些动手术，恐怕会造
成更严重的后果。 ”金冰说。

自 2000 年起至今， 金冰已
参加工作 19 年， 用其富有经验
的“柳叶刀”为无数患者缓解了
病痛。 当提及这么多年来，春节
要经常在医院值班的感受时，金

冰这样告诉记者：“这
么多年来， 几乎每年
春节， 我都当成平常
工作日一样过。 我自
己习惯了， 家人也知
道我休息时间少，他
们都理解。 医生要为
患者负责， 稍不注意
就是人命关天 ，我
们医生身上肩负着
许多患者和家庭的
希望， 丝毫不敢懈
怠。 虽然尽职尽责，
也有伤心难过的时
候。尤其是当我看到
许多不自知的晚期
癌症患者过来治疗
时， 更多的是无奈，
但我不想放弃他们，
我会尽最大努力去
帮助病患，能多治疗一个就尽
量多救一个，生命哪怕能多延
续一天都是珍贵的，我们医生
要谨记自己的职责。 ”

喜庆祥和的春节， 还有许
多和金冰一样的医护人员时
刻待命。 在金冰看来，和亲友
团聚的时间是少了些，但是只
要能帮助患者早日恢复健康，

一切都值得。 他说，自己的新
春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患者
们都能快些好起来，让患者家
属们都能放心。 与此同时，他
还提醒市民们，如果遇到一些
久治不愈的小毛病，要及时到
正规大医院去就医，平时多做
体检，毕竟健康才是人生最宝
贵的财富。 ⑤2

□本报记者 刘玲瑜

金冰在医院查房

杨军在给小患者发红包

薛湾高高举起小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