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筑基层医疗网络 提供安全医疗服务
———社旗县推进卫生健康建设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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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守门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滴水穿石

非一日之功。 饶良镇中心医院能做到
疫情期间“零确诊”，并非一时之举，而
是平时在严谨有序的工作中磨练出来
的优良工作作风。

作为群众身边健康的守门人，家
庭医生是构筑基层医疗网络的重要力
量。在边艳争的组织带领下，饶良镇中
心卫生院成立 9 个家庭医生团队，负
责辖区内家庭医生签约巡诊， 疾病筛
查，慢性病管理，大病救治，健康扶贫
政策宣传，免费体检等工作，并深入到
群众中间，切实为患者服务。

黄桥村孙庄组的王兰荣， 是位孤
寡老人，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常年服
药， 医疗支出较大。 边艳争了解情况
后， 亲自到家中为患者办理慢性病就
诊卡，减轻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

“日常签约过程中， 像王兰荣这样

的老病号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边艳争
说。 对于一些经常需要就医的村民来
说，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后不仅能随时与
家庭医生取得联系， 及时沟通病情，享
受免费体检，还能减轻经济负担。 老年
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高血压、糖尿
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肺结核患者、计
生特殊家庭等重点人群，是医院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重点对象，在家且有意愿
的今年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为助力健康扶贫，我们的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 对辖区在家且有意愿的
建卡贫困户已实现了全覆盖。”边艳争
告诉我们这些话时， 眼中流露出热切
的光芒。

这光芒，是对人间的大爱之光，是
对天下苍生的疼惜之光。这光芒，是天
使之光，温暖明亮，让人信任，又给人
力量！

� 杏林天使心
在 2020 年春的新冠疫情席卷神

州大地之时， 饶良镇辖区内无一例确
诊病例。 这“零确诊”的背后，有着饶良
镇中心卫生院院长边艳争带领医护人
员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1月 21日（农历大年二十七），社旗
县卫健委召开“新冠肺炎”培训班，边艳
争立即组织全院职工及辖区内村卫生
室人员，进行专题学习，并迅速成立“新
冠肺炎”领导小组，进入应战状态。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边艳争却
带着医务人员对返乡人员摸排管理工
作，和医务人员一起入村逐户排查，掌
握第一手资料，为返乡人员测量体温，
发放口罩，居所消毒。 对各个工作环节
都进行周密细致的安排， 为饶良镇辖
区“零确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等她忙完这一切， 已是万家灯火
的除夕夜。 她拖着疲惫的身体，顶着寒
风回家时，心中涌起无限的愧疚之情。
做为妻子， 她不能为丈夫做一顿可口

的年夜饭；做为母亲，她不能为孩子端
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肺炎疫情
像黑色的洪流继续席卷蔓延， 抗疫工
作一刻也不能松懈。 已近傍晚，边艳争
刚端起饭碗，派出所电话通知，接到举
报岽子营村有一武汉返乡人员隐瞒不
报。 边艳争二话没说，放下饭碗，穿好
防护服亲自赶到返乡人员家中， 详细
询问情况，亲自量体温，喷洒消毒剂，
耐心地开导， 解除了返乡人员的思想
顾虑，积极配合工作。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她把全部心
思都扑在工作上。 抗疫期间，抗疫物资
短缺， 边艳争敏锐地意识到物资短缺
的风险性， 提前部署安排物资储备事
宜，及时联系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防护物资，减少医院感染的风险。

凶猛肆虐的疫情终于被卡住了咽
喉，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边艳争以一
颗天使般的心护卫饶良镇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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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县饶良镇中心卫生院院长边艳争

杏林天使心 安康守门人

社旗县饶良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边艳争，以一个女性宽厚博爱的胸
襟和睿智，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用天使的翅膀，呵护着一方百姓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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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郝寨镇中心卫生院历经多次扩建，

目前占地面积 6600平方米， 建筑面积
3600平方米，服务人口 62712人。 全镇
下设 24个村卫生室， 均达到规范化建
设，村卫生室的覆盖率 100%。全院共有
医药护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39 人，设
置有门诊部、住院部、中西药房、收费
室、预防接种、妇幼保健室、公共卫生、
医技科（彩超室、心电图室、检验室、数
字化 DR 片室、多普勒室）等科室，配备
有多功能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分析

仪、彩超、多普勒、心电监护仪、多功能
治疗仪、中频治疗仪、电针治疗仪、TPD
神灯、X 线、数字化 DR 等仪器，开放床
位数 30张，配备救护车 1辆，能独立开
展普外科等部分小手术。

与此同时，该院加强对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的管理，通过多种形式传播健康
新观念，提高群众健康素质，为全镇 65
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建档立卡
贫困户、0至 6岁儿童进行免费体检，还
为全镇人民建立了健康档案。

社旗县郝寨镇中心卫生院是一所集临床医疗、预防保健、卫生监督、村
级公共卫生管理等为一体的综合卫生院。 多年来，该院认真贯彻执行党的
卫生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目标，
为群众提供质优、价廉、安全、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 知难而上迎接检查
2019 年 9 月，郝寨镇中心卫生院

知难而上， 决定接受国家卫健委规财
司的全面检查，这是一项社旗县、乃至
南阳市医疗系统级别最高的大检查，
其难度可想而知。

院长李中带领领导班子冷静分
析、沉着应对，把工作做到极致。 常规
的门诊、公共卫生、环境、扶贫、财务、
党建、学习等自不必说，细节工作更是
细致入微，墙上规章制度的一字一句、
一标一点，室外的一草一木、一纸一屑
也都毫不放过。 李中穿上白大褂来到
门诊就是主治医生， 走进办公室即为

院长，看见纸屑、果皮，迅速成为保洁
工， 下乡扶贫， 角色又转换为扶贫干
部。在李中的带领下，其他班子成员及
全体医护人员也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
来。 2019年 9月中旬，国家卫健委规财
司司长任西岳莅临郝寨镇中心卫生院，
市卫健委主任闫广州、社旗县县委书记
余广东等人陪同，对该卫生院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全票通
过，各级领导对该卫生院的工作甚是满
意。全票通过的结果是李中及卫生院全
体人员努力的最好印证。

� 面对疫情冲锋在前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南阳与湖北毗邻而居，山水相
连，感染可能性更大、风险更高。 危难
之际，一向儒雅、轻声慢语的李中斩
钉截铁地说：“人民让，我们上。 ”

李中带领卫生院全体医护人员奋
战在抗疫一线，吃住在卫生院，手机 24
小时保持畅通，随时听候抗疫领导小组
的调度。 2020年 2月，得知一个武汉返
乡人员要在唐河火车站下车、返回郝寨
镇胡里村时，李中立即向上级单位汇报
情况，并带领丁海玉等医护人员赶往唐
河县火车站， 将返乡人员带上救护车，

说服其接受隔离检查，还耐心地做好其
家属工作。

返回郝寨时， 已是凌晨 4 时左
右。 凌晨 6 时许，原来，揣洼村卡点处
发现了一名高烧患者。 来不及多想，
丁海玉立即穿好防护服， 带上口罩，
奔向救护车，绝尘而去。 疫情期间，这
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郝寨镇中心卫生院全体人员和
各级领导的努力下， 郝寨镇 62712 名
群众无一例感染，无一例确诊。“零确
诊”的背后，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多
少件衣衫湿透。

安康守门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滴水穿石

非一日之功。 饶良镇中心医院能做到
疫情期间“零确诊”，并非一时之举，而
是平时在严谨有序的工作中磨练出来
的优良工作作风。

作为群众身边健康的守门人，家
庭医生是构筑基层医疗网络的重要力
量。在边艳争的组织带领下，饶良镇中
心卫生院成立 9 个家庭医生团队，负
责辖区内家庭医生签约巡诊， 疾病筛
查，慢性病管理，大病救治，健康扶贫
政策宣传，免费体检等工作，并深入到
群众中间，切实为患者服务。

黄桥村孙庄组的王兰荣， 是位孤
寡老人，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常年服
药， 医疗支出较大。 边艳争了解情况
后， 亲自到家中为患者办理慢性病就
诊卡，减轻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

“日常签约过程中， 像王兰荣这样

的老病号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边艳争
说。 对于一些经常需要就医的村民来
说，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后不仅能随时与
家庭医生取得联系， 及时沟通病情，享
受免费体检，还能减轻经济负担。 老年
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高血压、糖尿
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肺结核患者、计
生特殊家庭等重点人群，是医院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重点对象，在家且有意愿
的今年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为助力健康扶贫，我们的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 对辖区在家且有意愿的
建卡贫困户已实现了全覆盖。”边艳争
告诉我们这些话时， 眼中流露出热切
的光芒。

这光芒，是对人间的大爱之光，是
对天下苍生的疼惜之光。这光芒，是天
使之光，温暖明亮，让人信任，又给人
力量！

� 杏林天使心
在 2020 年春的新冠疫情席卷神

州大地之时， 饶良镇辖区内无一例确
诊病例。 这“零确诊”的背后，有着饶良
镇中心卫生院院长边艳争带领医护人
员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1月 21日（农历大年二十七），社旗
县卫健委召开“新冠肺炎”培训班，边艳
争立即组织全院职工及辖区内村卫生
室人员，进行专题学习，并迅速成立“新
冠肺炎”领导小组，进入应战状态。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边艳争却
带着医务人员对返乡人员摸排管理工
作，和医务人员一起入村逐户排查，掌
握第一手资料，为返乡人员测量体温，
发放口罩，居所消毒。 对各个工作环节
都进行周密细致的安排， 为饶良镇辖
区“零确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等她忙完这一切， 已是万家灯火
的除夕夜。 她拖着疲惫的身体，顶着寒
风回家时，心中涌起无限的愧疚之情。
做为妻子， 她不能为丈夫做一顿可口

的年夜饭；做为母亲，她不能为孩子端
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肺炎疫情
像黑色的洪流继续席卷蔓延， 抗疫工
作一刻也不能松懈。 已近傍晚，边艳争
刚端起饭碗，派出所电话通知，接到举
报岽子营村有一武汉返乡人员隐瞒不
报。 边艳争二话没说，放下饭碗，穿好
防护服亲自赶到返乡人员家中， 详细
询问情况，亲自量体温，喷洒消毒剂，
耐心地开导， 解除了返乡人员的思想
顾虑，积极配合工作。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她把全部心
思都扑在工作上。 抗疫期间，抗疫物资
短缺， 边艳争敏锐地意识到物资短缺
的风险性， 提前部署安排物资储备事
宜，及时联系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防护物资，减少医院感染的风险。

凶猛肆虐的疫情终于被卡住了咽
喉，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边艳争以一
颗天使般的心护卫饶良镇安然无恙。

�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郝寨镇中心卫生院历经多次扩建，

目前占地面积 6600平方米， 建筑面积
3600平方米，服务人口 62712人。 全镇
下设 24个村卫生室， 均达到规范化建
设，村卫生室的覆盖率 100%。全院共有
医药护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39 人，设
置有门诊部、住院部、中西药房、收费
室、预防接种、妇幼保健室、公共卫生、
医技科（彩超室、心电图室、检验室、数
字化 DR 片室、多普勒室）等科室，配备
有多功能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分析

仪、彩超、多普勒、心电监护仪、多功能
治疗仪、中频治疗仪、电针治疗仪、TPD
神灯、X 线、数字化 DR 等仪器，开放床
位数 30张，配备救护车 1辆，能独立开
展普外科等部分小手术。

与此同时，该院加强对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的管理，通过多种形式传播健康
新观念，提高群众健康素质，为全镇 65
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建档立卡
贫困户、0至 6岁儿童进行免费体检，还
为全镇人民建立了健康档案。

� 知难而上迎接检查
2019 年 9 月，郝寨镇中心卫生院

知难而上， 决定接受国家卫健委规财
司的全面检查，这是一项社旗县、乃至
南阳市医疗系统级别最高的大检查，
其难度可想而知。

院长李中带领领导班子冷静分
析、沉着应对，把工作做到极致。 常规
的门诊、公共卫生、环境、扶贫、财务、
党建、学习等自不必说，细节工作更是
细致入微，墙上规章制度的一字一句、
一标一点，室外的一草一木、一纸一屑
也都毫不放过。 李中穿上白大褂来到
门诊就是主治医生， 走进办公室即为

院长，看见纸屑、果皮，迅速成为保洁
工， 下乡扶贫， 角色又转换为扶贫干
部。在李中的带领下，其他班子成员及
全体医护人员也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
来。 2019年 9月中旬，国家卫健委规财
司司长任西岳莅临郝寨镇中心卫生院，
市卫健委主任闫广州、社旗县县委书记
余广东等人陪同，对该卫生院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全票通
过，各级领导对该卫生院的工作甚是满
意。全票通过的结果是李中及卫生院全
体人员努力的最好印证。

� 面对疫情冲锋在前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南阳与湖北毗邻而居，山水相
连，感染可能性更大、风险更高。 危难
之际，一向儒雅、轻声慢语的李中斩
钉截铁地说：“人民让，我们上。 ”

李中带领卫生院全体医护人员奋
战在抗疫一线，吃住在卫生院，手机 24
小时保持畅通，随时听候抗疫领导小组
的调度。 2020年 2月，得知一个武汉返
乡人员要在唐河火车站下车、返回郝寨
镇胡里村时，李中立即向上级单位汇报
情况，并带领丁海玉等医护人员赶往唐
河县火车站， 将返乡人员带上救护车，

说服其接受隔离检查，还耐心地做好其
家属工作。

返回郝寨时， 已是凌晨 4 时左
右。 凌晨 6 时许，原来，揣洼村卡点处
发现了一名高烧患者。 来不及多想，
丁海玉立即穿好防护服， 带上口罩，
奔向救护车，绝尘而去。 疫情期间，这
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郝寨镇中心卫生院全体人员和
各级领导的努力下， 郝寨镇 62712 名
群众无一例感染，无一例确诊。“零确
诊”的背后，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多
少件衣衫湿透。

安康守门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滴水穿石

非一日之功。 饶良镇中心医院能做到
疫情期间“零确诊”，并非一时之举，而
是平时在严谨有序的工作中磨练出来
的优良工作作风。

作为群众身边健康的守门人，家
庭医生是构筑基层医疗网络的重要力
量。在边艳争的组织带领下，饶良镇中
心卫生院成立 9 个家庭医生团队，负
责辖区内家庭医生签约巡诊， 疾病筛
查，慢性病管理，大病救治，健康扶贫
政策宣传，免费体检等工作，并深入到
群众中间，切实为患者服务。

黄桥村孙庄组的王兰荣， 是位孤
寡老人，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常年服
药， 医疗支出较大。 边艳争了解情况
后， 亲自到家中为患者办理慢性病就
诊卡，减轻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

“日常签约过程中， 像王兰荣这样

的老病号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边艳争
说。 对于一些经常需要就医的村民来
说，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后不仅能随时与
家庭医生取得联系， 及时沟通病情，享
受免费体检，还能减轻经济负担。 老年
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高血压、糖尿
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肺结核患者、计
生特殊家庭等重点人群，是医院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重点对象，在家且有意愿
的今年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为助力健康扶贫，我们的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 对辖区在家且有意愿的
建卡贫困户已实现了全覆盖。”边艳争
告诉我们这些话时， 眼中流露出热切
的光芒。

这光芒，是对人间的大爱之光，是
对天下苍生的疼惜之光。这光芒，是天
使之光，温暖明亮，让人信任，又给人
力量！

� 杏林天使心
在 2020 年春的新冠疫情席卷神

州大地之时， 饶良镇辖区内无一例确
诊病例。 这“零确诊”的背后，有着饶良
镇中心卫生院院长边艳争带领医护人
员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1月 21日（农历大年二十七），社旗
县卫健委召开“新冠肺炎”培训班，边艳
争立即组织全院职工及辖区内村卫生
室人员，进行专题学习，并迅速成立“新
冠肺炎”领导小组，进入应战状态。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边艳争却
带着医务人员对返乡人员摸排管理工
作，和医务人员一起入村逐户排查，掌
握第一手资料，为返乡人员测量体温，
发放口罩，居所消毒。 对各个工作环节
都进行周密细致的安排， 为饶良镇辖
区“零确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等她忙完这一切， 已是万家灯火
的除夕夜。 她拖着疲惫的身体，顶着寒
风回家时，心中涌起无限的愧疚之情。
做为妻子， 她不能为丈夫做一顿可口

的年夜饭；做为母亲，她不能为孩子端
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肺炎疫情
像黑色的洪流继续席卷蔓延， 抗疫工
作一刻也不能松懈。 已近傍晚，边艳争
刚端起饭碗，派出所电话通知，接到举
报岽子营村有一武汉返乡人员隐瞒不
报。 边艳争二话没说，放下饭碗，穿好
防护服亲自赶到返乡人员家中， 详细
询问情况，亲自量体温，喷洒消毒剂，
耐心地开导， 解除了返乡人员的思想
顾虑，积极配合工作。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她把全部心
思都扑在工作上。 抗疫期间，抗疫物资
短缺， 边艳争敏锐地意识到物资短缺
的风险性， 提前部署安排物资储备事
宜，及时联系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防护物资，减少医院感染的风险。

凶猛肆虐的疫情终于被卡住了咽
喉，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边艳争以一
颗天使般的心护卫饶良镇安然无恙。

�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郝寨镇中心卫生院历经多次扩建，

目前占地面积 6600平方米， 建筑面积
3600平方米，服务人口 62712人。 全镇
下设 24个村卫生室， 均达到规范化建
设，村卫生室的覆盖率 100%。全院共有
医药护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39 人，设
置有门诊部、住院部、中西药房、收费
室、预防接种、妇幼保健室、公共卫生、
医技科（彩超室、心电图室、检验室、数
字化 DR 片室、多普勒室）等科室，配备
有多功能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分析

仪、彩超、多普勒、心电监护仪、多功能
治疗仪、中频治疗仪、电针治疗仪、TPD
神灯、X 线、数字化 DR 等仪器，开放床
位数 30张，配备救护车 1辆，能独立开
展普外科等部分小手术。

与此同时，该院加强对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的管理，通过多种形式传播健康
新观念，提高群众健康素质，为全镇 65
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建档立卡
贫困户、0至 6岁儿童进行免费体检，还
为全镇人民建立了健康档案。

� 知难而上迎接检查
2019 年 9 月，郝寨镇中心卫生院

知难而上， 决定接受国家卫健委规财
司的全面检查，这是一项社旗县、乃至
南阳市医疗系统级别最高的大检查，
其难度可想而知。

院长李中带领领导班子冷静分
析、沉着应对，把工作做到极致。 常规
的门诊、公共卫生、环境、扶贫、财务、
党建、学习等自不必说，细节工作更是
细致入微，墙上规章制度的一字一句、
一标一点，室外的一草一木、一纸一屑
也都毫不放过。 李中穿上白大褂来到
门诊就是主治医生， 走进办公室即为

院长，看见纸屑、果皮，迅速成为保洁
工， 下乡扶贫， 角色又转换为扶贫干
部。在李中的带领下，其他班子成员及
全体医护人员也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
来。 2019年 9月中旬，国家卫健委规财
司司长任西岳莅临郝寨镇中心卫生院，
市卫健委主任闫广州、社旗县县委书记
余广东等人陪同，对该卫生院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全票通
过，各级领导对该卫生院的工作甚是满
意。全票通过的结果是李中及卫生院全
体人员努力的最好印证。

� 面对疫情冲锋在前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南阳与湖北毗邻而居，山水相
连，感染可能性更大、风险更高。 危难
之际，一向儒雅、轻声慢语的李中斩
钉截铁地说：“人民让，我们上。 ”

李中带领卫生院全体医护人员奋
战在抗疫一线，吃住在卫生院，手机 24
小时保持畅通，随时听候抗疫领导小组
的调度。 2020年 2月，得知一个武汉返
乡人员要在唐河火车站下车、返回郝寨
镇胡里村时，李中立即向上级单位汇报
情况，并带领丁海玉等医护人员赶往唐
河县火车站， 将返乡人员带上救护车，

说服其接受隔离检查，还耐心地做好其
家属工作。

返回郝寨时， 已是凌晨 4 时左
右。 凌晨 6 时许，原来，揣洼村卡点处
发现了一名高烧患者。 来不及多想，
丁海玉立即穿好防护服， 带上口罩，
奔向救护车，绝尘而去。 疫情期间，这
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郝寨镇中心卫生院全体人员和
各级领导的努力下， 郝寨镇 62712 名
群众无一例感染，无一例确诊。“零确
诊”的背后，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多
少件衣衫湿透。

安康守门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滴水穿石

非一日之功。 饶良镇中心医院能做到
疫情期间“零确诊”，并非一时之举，而
是平时在严谨有序的工作中磨练出来
的优良工作作风。

作为群众身边健康的守门人，家
庭医生是构筑基层医疗网络的重要力
量。在边艳争的组织带领下，饶良镇中
心卫生院成立 9 个家庭医生团队，负
责辖区内家庭医生签约巡诊， 疾病筛
查，慢性病管理，大病救治，健康扶贫
政策宣传，免费体检等工作，并深入到
群众中间，切实为患者服务。

黄桥村孙庄组的王兰荣， 是位孤
寡老人，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常年服
药， 医疗支出较大。 边艳争了解情况
后， 亲自到家中为患者办理慢性病就
诊卡，减轻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

“日常签约过程中， 像王兰荣这样

的老病号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边艳争
说。 对于一些经常需要就医的村民来
说，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后不仅能随时与
家庭医生取得联系， 及时沟通病情，享
受免费体检，还能减轻经济负担。 老年
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高血压、糖尿
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肺结核患者、计
生特殊家庭等重点人群，是医院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重点对象，在家且有意愿
的今年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为助力健康扶贫，我们的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 对辖区在家且有意愿的
建卡贫困户已实现了全覆盖。”边艳争
告诉我们这些话时， 眼中流露出热切
的光芒。

这光芒，是对人间的大爱之光，是
对天下苍生的疼惜之光。这光芒，是天
使之光，温暖明亮，让人信任，又给人
力量！

� 杏林天使心
在 2020 年春的新冠疫情席卷神

州大地之时， 饶良镇辖区内无一例确
诊病例。 这“零确诊”的背后，有着饶良
镇中心卫生院院长边艳争带领医护人
员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1月 21日（农历大年二十七），社旗
县卫健委召开“新冠肺炎”培训班，边艳
争立即组织全院职工及辖区内村卫生
室人员，进行专题学习，并迅速成立“新
冠肺炎”领导小组，进入应战状态。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边艳争却
带着医务人员对返乡人员摸排管理工
作，和医务人员一起入村逐户排查，掌
握第一手资料，为返乡人员测量体温，
发放口罩，居所消毒。 对各个工作环节
都进行周密细致的安排， 为饶良镇辖
区“零确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等她忙完这一切， 已是万家灯火
的除夕夜。 她拖着疲惫的身体，顶着寒
风回家时，心中涌起无限的愧疚之情。
做为妻子， 她不能为丈夫做一顿可口

的年夜饭；做为母亲，她不能为孩子端
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肺炎疫情
像黑色的洪流继续席卷蔓延， 抗疫工
作一刻也不能松懈。 已近傍晚，边艳争
刚端起饭碗，派出所电话通知，接到举
报岽子营村有一武汉返乡人员隐瞒不
报。 边艳争二话没说，放下饭碗，穿好
防护服亲自赶到返乡人员家中， 详细
询问情况，亲自量体温，喷洒消毒剂，
耐心地开导， 解除了返乡人员的思想
顾虑，积极配合工作。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她把全部心
思都扑在工作上。 抗疫期间，抗疫物资
短缺， 边艳争敏锐地意识到物资短缺
的风险性， 提前部署安排物资储备事
宜，及时联系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防护物资，减少医院感染的风险。

凶猛肆虐的疫情终于被卡住了咽
喉，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边艳争以一
颗天使般的心护卫饶良镇安然无恙。

�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郝寨镇中心卫生院历经多次扩建，

目前占地面积 6600平方米， 建筑面积
3600平方米，服务人口 62712人。 全镇
下设 24个村卫生室， 均达到规范化建
设，村卫生室的覆盖率 100%。全院共有
医药护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39 人，设
置有门诊部、住院部、中西药房、收费
室、预防接种、妇幼保健室、公共卫生、
医技科（彩超室、心电图室、检验室、数
字化 DR 片室、多普勒室）等科室，配备
有多功能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分析

仪、彩超、多普勒、心电监护仪、多功能
治疗仪、中频治疗仪、电针治疗仪、TPD
神灯、X 线、数字化 DR 等仪器，开放床
位数 30张，配备救护车 1辆，能独立开
展普外科等部分小手术。

与此同时，该院加强对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的管理，通过多种形式传播健康
新观念，提高群众健康素质，为全镇 65
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建档立卡
贫困户、0至 6岁儿童进行免费体检，还
为全镇人民建立了健康档案。

� 知难而上迎接检查
2019 年 9 月，郝寨镇中心卫生院

知难而上， 决定接受国家卫健委规财
司的全面检查，这是一项社旗县、乃至
南阳市医疗系统级别最高的大检查，
其难度可想而知。

院长李中带领领导班子冷静分
析、沉着应对，把工作做到极致。 常规
的门诊、公共卫生、环境、扶贫、财务、
党建、学习等自不必说，细节工作更是
细致入微，墙上规章制度的一字一句、
一标一点，室外的一草一木、一纸一屑
也都毫不放过。 李中穿上白大褂来到
门诊就是主治医生， 走进办公室即为

院长，看见纸屑、果皮，迅速成为保洁
工， 下乡扶贫， 角色又转换为扶贫干
部。在李中的带领下，其他班子成员及
全体医护人员也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
来。 2019年 9月中旬，国家卫健委规财
司司长任西岳莅临郝寨镇中心卫生院，
市卫健委主任闫广州、社旗县县委书记
余广东等人陪同，对该卫生院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全票通
过，各级领导对该卫生院的工作甚是满
意。全票通过的结果是李中及卫生院全
体人员努力的最好印证。

� 面对疫情冲锋在前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南阳与湖北毗邻而居，山水相
连，感染可能性更大、风险更高。 危难
之际，一向儒雅、轻声慢语的李中斩
钉截铁地说：“人民让，我们上。 ”

李中带领卫生院全体医护人员奋
战在抗疫一线，吃住在卫生院，手机 24
小时保持畅通，随时听候抗疫领导小组
的调度。 2020年 2月，得知一个武汉返
乡人员要在唐河火车站下车、返回郝寨
镇胡里村时，李中立即向上级单位汇报
情况，并带领丁海玉等医护人员赶往唐
河县火车站， 将返乡人员带上救护车，

说服其接受隔离检查，还耐心地做好其
家属工作。

返回郝寨时， 已是凌晨 4 时左
右。 凌晨 6 时许，原来，揣洼村卡点处
发现了一名高烧患者。 来不及多想，
丁海玉立即穿好防护服， 带上口罩，
奔向救护车，绝尘而去。 疫情期间，这
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郝寨镇中心卫生院全体人员和
各级领导的努力下， 郝寨镇 62712 名
群众无一例感染，无一例确诊。“零确
诊”的背后，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多
少件衣衫湿透。

社旗县郝寨镇中心卫生院

保一方健康 佑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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