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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启敏很坚强，但她的内心却很柔软。
启程前一周，家中患病的老人想在她出

发前，到北京复查疾病。她带着老人匆匆北
上，奔波两天才联系好住院，而当天下午她
又必须赶到郑州参加全省援疆干部的培训。

担心进疆后自己的胃病影响工作，她
利用在郑州培训的空隙做了一次胃镜检
查，由于时间紧，没等医院检查结果出来，
就踏上了援疆的征程。

今年2月 20日，是马启敏自郑州登机
进疆的日子，也是老人正式接受专家会诊
的日子，还是马启敏胃镜检查出结果的日
子。这一天，她电话不断：北京、郑州、巴里
坤、安阳，一天打了 30多个电话还没有把
话说完……

马启敏的父母都已年迈，身体不好，需
要照顾。临行前，为了不让老人担心，马启
敏特意对家里瞒住了要去援疆一年半的时
间。出门时，78岁的老母亲站在楼道里目

送她离去，泪眼婆娑，马启敏不敢回头，却
早已泪湿满襟。

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刚进入医院工作，
无论是在业务上，还是生活中，也正需要母
亲的指导和关怀。而现在，母女俩只得通
过手机进行沟通。

“我爱我的家人，但我更放不下巴里坤
的牧民。”马启敏说：“内地像我这样的医生
很多，但这里的农牧民患者更需要我，巴里
坤更需要我。”

仰望天山，山顶白雪皑皑，常年不消，
唯有雪莲花傲雪盛开，迎寒吐艳。

有人说，马大夫就像这圣洁的雪莲，救
治苍生。而马启敏说，我只是河南众多援
疆干部中的普通一员，救治病人是我的天
职，来疆工作，我无怨无悔！

高原留情，天山做证，马启敏的故事
阐释了无数援疆人的边疆情怀与无私奉
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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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蔡辉

马启敏，女，中共党员，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妇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2015年赴新
疆巴里坤县医院援疆半年，2017年2月再次来到巴里坤，援疆时间为一年半。

人物小档案

4月的中原大地，春色正浓。

距离河南省3000公里之遥，地处中蒙边界的新疆哈密市巴里坤

哈萨克族自治县，最低气温却还在零度以下，最高气温也不足十度。

4月15日，一夜的大雪把道路覆盖得严严实实。天刚蒙蒙亮，马启

敏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惊醒，一名高危产妇提前临产，急需手术，马启

敏顶风冒雪匆匆赶往巴里坤县医院……已记不清这是马启敏二次援疆

以来的第几台手术了。

有人问马启敏，你上有老下有小，身体又不好，三年之中，两次援

疆，图个啥呀！

马启敏淡然一笑：“我和天山有个约定！”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今年入春以来，家
住安阳市文峰区二道街的刘鑫，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文
峰北路跑步。“自从俺们街道上有了环保网格员，这路
上是越来越干净，空气越来越好，这对于我这个户外运
动爱好者来说，可是件大好事！”无独有偶，家住文源街
的刘老太太，也给安阳的环境点了赞，她说：“以往街边
餐馆的油烟污染扰民，在网格员的督促下，再也不冒浓
烟了。周边空气好了很多。”

他们口中的“网格员”，是安阳市为打赢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在基层所设的环保专职工作人员。去年
以来，安阳市将“网格化管理”运用到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中去，充分发挥基层单位和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在
全社会营造出全民治污的新格局。前不久，在省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办第一季度考核中，该市网格化建设工
作取得了全省第一名的好成绩，省攻坚办战报对安阳
环境监管网格化建设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和推广。

“整个社区共分为三个单元格，我负责的区域是其
中之一。”安阳市文峰区头二、三街道渠口街社区工作
人员袁丽娜最近多了一个“职务”——四级网格员。近
日，在对责任区域进行每天例行巡查时，她发现一个施
工工地上的土方没有遮盖，马上用手机拍照，并找到工
地负责人协调，对裸露土方进行遮盖。

袁丽娜介绍，在告知劝阻无效或无法告知劝阻的
情况下，她将把现场照片和情况说明，上报给上级网
格，力争第一时间责成责任单位直接处理。“工地扬尘、
燃煤油烟、焚烧垃圾、噪声污染、门店违法排污等各种
影响环境的行为，都在我们的监督范围之内。”

“现在污染源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监管难度越来
越大，很多环保问题涉及其他管理部门，必须从根本上
扭转环保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安阳市政府副秘书
长、市环保局局长郭虎江说，该市共划分基层网格数量
共11442个，其中乡镇（街道）网格117个，“一长三员”
（网格长、网格员、巡查员、监督员）4189人；行政村（社
区）网格2564个，“一长三员”14511人；村小组（楼院）
网格8761个，“一长三员”30208人，初步形成了市政府
主导、环保部门牵头、各级各部门共同参与的网格化

“大环保”监管体系，实现了环境监管区域和内容的全
覆盖、无缝隙管理。

与此同时，为保证监管质量和效率，安阳市各县区还
相继开展了基层网格员培训，下发《环境污染防治网格化
监管工作手册》、《工作指南》、《网格员每月重点工作任
务》、污染源台账样表及网格员巡查表等材料。8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邢如）为
进一步弘扬“奉献、有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服务精
神，鼓励和引导优秀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4月12日，安阳学院开展安阳
学院“西部志愿行，青春中国梦”2017年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优秀志愿者典型事迹巡回宣讲活动。

一部反映“大美新疆”建设发展成就和西部计划志
愿者无私奉献边疆的宣传片拉开了此次宣讲会的序
幕。活动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团委副书
记阿布都马南·阿合买提哈力，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大学
生志愿服务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希望该校可以继续加
强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专项支持，他表示新
疆共青团将做好后勤保障和管理服务，为广大志愿者
提供良好的志愿服务条件。宣讲团成员与现场师生分
享了他们的志愿经历和成长感悟，并展示了新疆的绝
美风光和风土人情。他们对青春梦想的执着与坚守、
对西部建设的真情奉献、对志愿精神的深刻诠释、对建
功报国的坚韧追求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引来
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在互动交流环节中，宣讲团成员还就现场同学们
提出的有关问题作了耐心、细致的解答，同时通过现场
直播的方式，也使更多没有来到现场的毕业生们能够
及时了解西部计划的相关信息和政策，为该校输送更
多优秀志愿者奠定了坚实基础。8

“网格化管理”让安阳
环保监管更精准

2017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安阳学院开展优秀志愿者
事迹巡回宣讲活动

A 首次援疆的六个月里，她吃住在医院，做
手术一百多例

马启敏齐耳短发，身型瘦削，面庞白
皙，说话干净利索。

2015年5月，马启敏主动请缨，作为我
省第七批援疆医疗队员来到巴里坤。

巴里坤位于天山北麓，与蒙古接壤，农
牧人口7.98万，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这里平均海拔1650米，一年里有大半
年时间都是冰雪封山。由于地广人稀，山
里的牧民看一次病，往往要先骑马到乡镇，
再坐公共汽车到县城，光路途就需要半天
时间。

刚到巴里坤县人民医院，马启敏发现
这里的条件还赶不上内地乡镇卫生院。马
启敏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巴里坤留下一支
带不走的医疗队！

她迅速组建了妇科门诊、妇科病房，把
原单位先进的管理模式和规范技术移植到
了巴里坤医院。当地医护人员技术差，她
就天天坐门诊、带学徒，每天查房，手把手
倾囊相授，把自己20多年的临床专业经验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医务人员，让许多
危重病人转危为安。

52岁的哈萨克女牧民加力塔依拜斯
行，直到现在逢人还说：“是河南的马大夫
救了我的命！”

那年10月，她入院时已陷入昏迷。当
时其宫颈肌瘤与婴儿头一样大，已多天不
能正常排便，连续4天出现尿潴留，生命垂
危。因肿瘤较大，手术风险性不言而喻。
马启敏和同事反复查询患者病历，充分评
估手术中的各种风险，研究制订手术预
案。尽管手术前作了十分全面的准备，但

因肿瘤较大，没有解剖层次，手术中仍是险
情不断，困难重重。手术从上午11点钟延
续到下午4点多，手术成功了，马启敏却晕
倒了……患者住院 7天痊愈，出院结算时
仅自费400元钱，长年靠低保生活的哈萨
克女牧民和丈夫，感动地热泪盈眶。

第一次援疆的六个月里，马启敏带领
巴里坤县医院的同事，先后完成恶性肿瘤
手术1例，子宫全切术18例，妇科手术46
例，高危妊娠孕妇剖宫产 50多例，其中开
展新技术保留子宫动静脉上行支的筯膜内
子宫切术，为全疆首创，填补了新疆维召尔
自治区的空白。最忙的时候马启敏一天就
做了六台手术，连吃饭都没离开手术室。

援疆的日子里，无论是白天黑夜，还是
周末、节假日，只要遇到疑难病人，或急诊手
术，马启敏总是随叫随到，从无怨言。新疆
的同行都敬佩地称她为“妇产科里的120”。

就在援疆结束即将返程的前一天晚
上，刚整理好行装已准备休息的马启敏，又
被急促的电话惊醒：从下劳坝乡冒雪转来一
名中央性前置胎盘大出血休克高危孕妇，急
需手术。她闻讯赶到手术室，马上组织抢
救。从凌晨2点钟一直忙到早晨6点钟，终
于使母子转危为安。早上8点钟，一脸疲倦
的马启敏踏上了返回安阳的行程……

6个月工作是充实的，但马启敏也有
诸多遗憾：全县妇女“两癌”筛查工程刚刚
起步；自己主持的妇科微创项目已经开始
采购设备……在县里召开的欢送会上，面
对县领导和医院同仁的不舍，马启敏郑重
承诺：“只要有机会，我一定重返巴里坤！”

马启敏（右一）在为新疆牧民诊治病情

B 二次援疆，她是援疆队伍中派往巴里坤自
治县唯一的女队员

首次援疆回到安阳后，马启敏依然与
巴里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新疆的同事也
常常给她通报巴里坤的情况：她走后“两
癌”筛查工作暂停，一些高难的妇科手术也
开展不起来了，许多危重病人又开始转诊
……不过也有好消息：由她主持申请购置
的腹腔镜设备已经进到医院了。

这些情况让马启敏对巴里坤魂牵梦
绕。

2017年春节前，我省决定选派第九批
援疆干部进疆，巴里坤县医院点名向马启
敏发出邀请，早已有了天山情结的马启敏
二话没说，再次抛家别舍，背上赴疆行囊，
成为河南省第九批援疆干部中唯一两次进
疆的医疗专家，也是派往巴里坤县的唯一
女队员。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一年半时间。

此次援疆，马启敏被任命为巴里坤县
人民医院副院长。除了在妇产科负责临床
医疗之外，她还承担了医院大量的医疗管
理和业务培训任务。

3月1日，巴里坤县政府召开援疆干部
欢迎会。第三天，大多数队员还在适应环
境、倒时差，而马启敏已站到了手术台前。

3月15日，在马启敏的主持下，巴里坤

县医院援疆专家首次联席会议召开，7名
来自安阳的援疆专家与巴里坤县医院相关
科室确定了新项目开展方向。计划每名援
疆医疗专家援疆期间，至少要培训2－3位
当地医疗人员，尽快把内地先进的医疗技
术和管理经验在巴里坤医院生根发芽，为
巴里坤“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月22日是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马启
敏和巴里坤医院来说，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天上午，马启敏在完成一台急诊手
术后，接着主持了该院首例妇科腹腔镜手
术，为身患卵巢囊肿八年之久的朱某，实施
腹腔镜下双侧附件切除。这例手术，标志
着巴里坤医院妇科微创手术走到全市同级
医院前列。

而这个项目，早在马启敏2015年第一
次援疆期间就开始申请立项。今年一到巴
里坤，她就立即开始人员选拔、配件购置、
技术培训和手术演练。此次手术的成功，
不仅圆了马启敏两年前的梦，同时也开启
了巴里坤医院的一个新时代，标志着该院
妇科手术已进入到微创领域。今后，巴里
坤女牧民们做妇科微创手术，再也不用翻
越天山……

如今，微信已成为人们最常用的信息
沟通工具，就连天山深处的农牧民们也用
上了微信。

在第二次赴疆途中，马启敏就一直在
与巴里坤的同事用微信进行交流，讨论患
者病情，查阅病历、研究手术方案。

这让马启敏突发灵感：建立一个“马大
夫在线”微信群！

说干就干，“微信群”很快建立起来
了。群里有县医院同事、危重病人、偏远地
区交通困难的复诊患者，以及12个乡镇卫
生院的医生。一方面可以随时随地与圈内
的同行沟通，实现多方会诊；另一方面又方
便患者咨询，可有效解决偏远乡镇农牧民
看病难的问题。

大红柳峡乡的牧民萨妮娅，是受益于
“马大夫在线”的首位患者。她从100多公
里外的住地赶到县医院就诊，却忘了带在
乡卫生院的B超检查报告和化验单，马启
敏让她通知亲属用微信发来化验单，迅速
为她完成了诊疗。

居住在县城的妇女巴克，是马启敏第
一次援疆时诊治过的一位患者，到现在还
保持着联系。巴克经常通过微信，向马启
敏寻医问药，她说：“马大夫快成了我的私
人医生了。”

截至目前，“马大夫在线”群里已有
100 多名成员，患者称这个群为“我的家
庭医生”，同事称其为“24 小时的马大夫
热线”。

C 为方便牧民就医咨询，她建起“马大夫在
线”微信群

D 她心中有工作，有患者，有牧民，却掩藏
了亲情

马启敏（左二）在手术室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郑瑛瑛）
今年是全国第26个税收宣传月，近日，安阳市汤阴县
国税局围绕“深化税收改革、助力企业发展”的宣传主
题，结合工作实际，在汤阴县公路局开展“汤阴县国地
税联合税法宣讲公路局专场”活动，汤阴县政府办、国
税局、地税局、公路局代表交叉拉手宣告税法宣传月仪
式启动。

本次税法宣讲的主要内容是“营改增”后建筑业相
关税收政策的变动及应用，公路局下属企业法人代表、
财务人员共50余人参与了活动。活动现场发放“营改
增”税收政策资料200余份，解答纳税人问题20余条，
帮助企业解决税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现场气氛十分
活跃，得到纳税人盛誉。

此次宣传月期间，该局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相结合，开展税法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
系列活动，打好宣传“组合拳”，持续推进宣传月热度。
为全面推进“营改增”和实现税收现代化营造良好的舆
论环境。8

汤阴县国税局

税收宣传月拉开帷幕

地方观察/安阳│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