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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个人小档案

鲁建华，女，汉族，1968年 11

月生，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副主

任医师、妇产科副主任、妇产科一

病区主任。2016 年，被安阳市卫

计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鲁建华对医疗事业虔诚执著，恪尽

职守，付出辛苦，倾注心血，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得无怨无悔。寒来暑往，春去秋

来，她承载了多少家庭的翘首期盼，多

少产妇的性命相托。

人们说，天使降临人间的第一声啼

哭，是最悦耳的声音。我想说，你才是

天使，你是生命最初的天堂。

书记感言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安阳观察记者 任国战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刘颉 胡静

她是一名妻子，也是一位产科医生，她
一肩背着家庭与爱情，一肩扛着事业与使
命，一路艰难跋涉走来；一边是对产妇新生
儿的拳拳爱意，一边是对偏瘫爱人的相濡
以沫，她将这两种人间挚爱完美结合。

她就是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一
病区主任鲁建华。

“鲁主任，谢谢您！”

今年5月 10日，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特
殊孕妇找到鲁建华。这名孕妇患有先天性
脊柱裂，已怀孕34周。她还是肾病四期患
者，两年前做了膀胱造瘘帮助排尿，本身并
不适合怀孕，更别说生产。但是，他们夫妻
二人都是残障人士，对于爱情结晶有着不
同于常人的急切渴望。

鲁建华犹豫了。虽然医院能够提供强
大的后援保障，但孕妇的身体状况、手术中
的麻醉风险、肾功能对凝血的影响等诸多
问题，导致手术风险极大，如何保证两条生
命的安全？

“我相信六院，六院给我做的这个造瘘
很好，我对这里的医生特别信任，我不去其
他医院！”孕妇的话给了鲁建华莫大的信心
和鼓励。

患者以性命相托，鲁建华暗下决心一
定尽自己最大努力圆这位患者的母亲梦。
她马上邀请泌尿外科、肾内科和麻醉科的
三位主任进行会诊，全方位评估患者病情，
商讨手术方案及应急措施，为手术做万全
准备。

按计划，这位孕妇在6月 2日入院，保
胎一周后行剖宫产。不料，在入院后第二
日早晨 6时许，孕妇持续出现宫缩阵痛反
应。接到值班护士电话后，鲁建华顾不上

吃早饭，一边与医务科联系组织多学科紧
急会诊，一边火速赶往医院调整手术方案。

很快，患者被送进手术室。时间一分
一秒过去，在许多人的努力中，一名男婴呱
呱坠地。手术很成功，看到母子平安，鲁建
华的眼角湿润了。

产妇欣喜若狂，嘴里不停念叨着“鲁
主任，谢谢您！谢谢您!我爱你们，谢谢你
们……”手术室外等候的产妇家人更是万
分激动。

“别管我，工作要紧！”

曾经，鲁建华有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
丈夫苏传营是一名军医，不但人长得英俊高
大，而且特别支持鲁建华的工作，家中里里

外外都由丈夫一手包办；儿子聪明懂事，成
绩优秀，从小学到中学都在重点班。

苏传营常说：“家里有我，你放心去工作。”
可这一切却在2013年发生了变化。
那年 6月的一天，苏传营在部队操练

时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至安阳市第六人
民医院。听到这个消息，鲁建华的脑中顿
时一片空白，从她上班的科室到丈夫病房，
短短两层楼的距离让她一路无比焦灼。情
况不容乐观，6月25日，苏传营转到371军
区医院，尽管脱离生命危险，但落下后遗
症，身体右侧偏瘫。

当时，儿子正面临高考。鲁建华只得
撇下儿子，请假陪爱人到郑州大学第五附
属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两个月后，苏传营手脚能微微地活动，
还可以说一些简单的话。随着丈夫的好

转，鲁建华又开始惦记医院的工作。医院
的工作不能没有她，可爱人也离不开她
啊。看着眼前这个一米八多的男人，如今
连走路都成了问题，鲁建华一阵阵心痛。

“要不，我带你一起去上班吧，你去我
们医院三楼康复中心做复健。”鲁建华想到
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就这样，从2013年 11月开始，不会开
车的鲁建华买车、学车，然后每天带着苏传
营一起上班，她先搀扶苏传营到康复中心，
再去科室上班。中午，两人一起在医院简单
吃点饭，下午再相携回家。

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苏传营的身
体又有了起色。他不忍心看妻子这么辛
苦，就主动提出购买一些器材，自己在家里
做复健。

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又携手开始了
新的生活。

“每做完一台手术，听到初生婴儿的啼
哭，看到产妇和家属的幸福笑脸，我就感到
莫大的安慰，觉得再累也值了，这就是我工
作的意义。”鲁建华说。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肖爱平）
近日，安阳珠江村镇银行小微金融事业部的工作人员深入
安阳县永和乡，对当地受7·19特大暴雨洪灾影响严重的村
庄进行实地调查，为当地农民带去及时的金融服务。

安阳7·19特大洪灾距今已近两个月时间，永和乡灾
后重建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由于当时受灾严重，大部
分村庄被淹，养殖户损失巨大。据统计，当前急需授信支
持的涉及当地8个自然村、21户、金额214万元。

在对养殖户受灾前的经营情况和当前需求进行充分
了解后，该行工作人员表示将会对永和乡灾后重建工作进
行大力支持，帮助受灾农户、养殖户解决资金需求，渡过眼
前难关，为永和乡灾后重建提供最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安阳观察记者 陈栋梁

兴建文化设施
让百姓家门口享受文化服务

9月 10日，走进汤阴县文化馆，一楼排
练室里，老干部大学合唱团的团员们正在
排练大合唱，他们吹拉弹唱，个个兴致高
昂，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县文化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
馆、剪纸创作部、舞蹈排练厅、棋艺室等近
10个公益性场所全部免费对外开放。合唱
团休息期间，成员宋献瑞忍不住对记者夸
赞：“政府不仅免费给我们提供文化场所，
还提供了文化设备。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
活，真好！”

在风光秀丽的人和公园内，总投资5.5
亿元的汤阴县图书馆和博物馆正在紧锣密
鼓地建设，建筑主体已经封顶，将于 2018
年完成陈列布展并投入使用。届时汤阴又
将增添一处免费开放的文化场馆。

在汤阴县城关镇文化站，图书阅览室、
信息资源共享室、文化活动室等一应俱全，

镇上的群众已经习惯了在这里看书、上网，
还有的群众几乎天天跑到这里的文化活动
室跳舞、唱歌。这个文化站和汤阴县韩庄
镇、宜沟镇文化站都被评为全省先进文化
站。

除了县城和乡镇建设文化活动场所
外，汤阴县还在农村启动农家书屋、文化
资源共享等工程，改善村级文化基础设
施。

目前，该县拥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影剧院和青少年文化活动中心各 1个，人
民广场、信合广场、敬老广场等大型文化活
动广场9个。全县298个行政村均设有农
家书屋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网点，并
建设了农村文化大院 160个，农村文化广
场66个，真正实现了让群众不出远门就能
享受到便利的公共文化服务。

创新服务方式
让文化服务内容日趋丰富

“我在这儿5年了，我的工作就是帮助
有文艺爱好的群众排练节目，并深入社区、

村庄演出，丰富百姓生活。”在汤阴县城关
镇文化站，正在指导星光艺术团成员练习
大合唱的王庆海向记者说，文化站组织开
展的公益文化演出丰富多彩，每年的“五
一”“七一”“重阳”等节日，文化站都会组织
专业的艺术团开展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
为社区、农村的群众送去文化大餐。

夜幕降临，不少群众携家带口赶到县
城的信合广场，观看在此开展的“魅力汤阴
消夏晚会”活动。歌曲、舞蹈、小品等丰富
多彩的节目让观众其乐融融。这种活动从
5月中旬持续到10月中旬，群众可免费入
场观看。

如何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汤阴县
在这方面也不惜下大功夫。县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每年在农村
放映电影3576场，安排“舞台艺术送农民”
活动20场、“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活动16场
以及“文化三下乡”100余场，让文化在农
村生根发芽。

不仅如此，县里还建立了韩庄镇孙庄
村、古贤镇北周流村等 36个云图书网点，
并针对当前农村发展新变化，尤其是老年
和儿童等特殊群体的需求开展文化活动。

挖掘特色资源
让县域文化品牌越擦越亮

汤阴是岳飞的故乡，周易文化的发祥
地。如何把汤阴特色文化资源融入公共文
化服务中，打造出汤阴的文化品牌？当地
一直在努力探索。

《精忠战鼓》是汤阴县打造的一个特色
文艺节目。演出时，32面战鼓次序排开，演
员们身穿战袍，高举战旗，擂响战鼓，展现
出了岳家军雄壮的气势，将岳飞文化这场
盛宴端上了百姓餐桌。此外，在每年的岳
飞文化节和岳飞诞辰活动月活动中，各乡
镇文化站也都同时开展文化活动，宣传岳
飞精神，传播正能量。

此外，当地每年都举办海峡两岸周易
书画论坛和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
会，进一步宣传、推广周易特色文化。

汤阴的特色文化还有国家级非遗项目跑
帷子、省级非遗项目汤阴剪纸，以及灯谜竞猜
等，这些文化精品也成为汤阴群众文化的金
字品牌，并在该县文化建设中被越擦越亮。

12333人社热线
搭建服务民生连心桥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付书民 马
启飞）9月 6日，安阳市殷都区居民康先生正为医保报销
一事而烦恼，社区一则《安阳人社在线访谈公告》吸引了
他的注意。上面写着：“9月 8日 15:30—17:00，人社局
领导担任嘉宾与广大网民实时交流，并接听12333热线
电话。”

康先生立刻用手机扫描了海报上的二维码，自动安
装“安阳人社在线访谈客户端”，并在访谈直播时间通过
手机咨询，很快便得到了嘉宾的答复和释疑。

早在 2007年 1月，安阳市在全省率先启动“12333”
咨询热线。9年来，“12333”累计受理公众咨询118万件，
年均12万余件，在促进民生和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成为人社部门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晴雨表”。

近两年，安阳人社部门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创新服务
手段，丰富服务内容，开辟局长信箱、微信、12345交办、网
上留言及在线咨询多种服务途径，形成了具有安阳特色
的一站式公共服务模式。

2014年 6月 26日，安阳人社首期《在线访谈》开播，
安阳市人社局局长郜军涛作为首期嘉宾，与广大网民通
过互联网在线互动交流。随后，人社部门各级领导轮流
参加。截至今年8月，《在线访谈》共举办53期，群众参与
度、满意率不断攀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为了准确反映民情民意，“12333”还建立了科学、高
效的统计分析机制，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反映的热
点难点问题，进行系统化的收集和整理。民意“晴雨表”
使人社部门随时了解政策的实施效果、工作存在的空白
和不足，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从而使制定的政策与
提供的服务更加符合群众的利益。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张文波）“感
谢县医院给我们提供的这一优惠政策。”9月 13日上午，
安阳县都里镇三里湾村党支部书记董艳军激动地说。

据了解，日前，安阳县人民医院先后与安阳县都里镇
三里湾村、东交口村、上寺坪村、伦掌镇小五里涧村村委
会等9个贫困村集中签订了《优惠协议书》，这9个村的居
民到该院看门诊做辅助检查时，可享受费用优惠20%的
政策。

按照国家规定，居民在住院治疗时才能享受新农合、
医保报销政策，对于门诊病人做检查所产生的费用暂时
不予报销。门诊检查费用对部分贫困户来说，也是一项
不小的支出。为缓解贫困户经济压力，切实减少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现象，安阳县人民医院积极响应县委、县政
府“扶贫工程”和“健康工程”号召，陆续对全县所有贫困
村推出门诊辅助检查费用优惠20%的优惠措施。

下一步，该院将和全县30余个贫困村全部签订《优惠
协议书》，承诺每年至少下乡入村开展两次大型义诊活动，
让贫困群众看到实效、得到实惠，切实改善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安阳县人民医院
优惠贫困户检查费用

安阳珠江村镇银行
扶持农户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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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阴县文化建设何以走到全省前列

今年以来，汤阴县在公共文化

建设方面捷报频传。5月，汤阴县

文化馆越级晋升为国家一级文化

馆；7月，省文化厅、省财政厅公布

第四批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项目）创建名单，上榜仅6个单

位，汤阴县名列其中；9月4日在永

城召开的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现场会上，全省158个县（市区）

中有10个县（市区）做了经验交流，

其中就有汤阴。

汤阴人口只有 50万，是个地

地道道的小县，缘何其文化建设能

走到全省前列？

汤阴县政府党组成员郑法文表

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县高起点规划兴

建公共文化设施，构建多层次公共

文化服务网络，创新方式让文化服

务更惠民，挖掘特色打造文化品牌。

核心提示

鲁建华：带着偏瘫丈夫上班

汤阴县传统文艺汇演扇子秧歌表演。 李元正 摄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谢文松）日

前，安阳市中医院举行了该院“2016年度捐助慈善基金救
助贫困患者仪式”。

据了解，为解决因长期住院而导致经济困难患者的
医疗需求，从2014年开始，安阳市中医院就成立了慈善
救助基金。截至目前，该院的慈善救助基金已筹集善款
30余万元，共救助贫困患者、无主病人、低保病人102名，
人均获得救助款3000元左右。

据介绍，这是该院开展的第三次慈善救助贫困患者活
动，此次共筹集善款10.66万元，捐助41名因长期住院而
经济困难的贫病患者，人均获得救助款2600元。该院开
展的这项针对贫困患者的捐助活动，不仅让特困家庭切实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也为推动安阳市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快速发展，构建和谐安阳、健康安阳做出了积极贡献。

安阳市中医院
扶贫助困爱心暖人

左图为鲁建华在手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