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超云在诊室

刘超云为群众诊疗

●● ●● ●●

地方传真

20│地方观察/平顶山 2017年4月27日 星期四
统筹 尹红杰 张建新 孙勇 组版编辑 李晓舒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R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06号 零售 1.50元（今日郑州市、信阳市、南阳市、平顶山市为20个版）

卫校旁听 课程门门优秀

刘超云出生于1966年，由于生活贫困、
营养不良，很小就患上了佝偻病。没钱看
病，父亲就背着他四处求偏方，“我几乎是
在父亲的脊背上度过了童年。”他说。错过
了最佳治疗期，他最终留下了鸡胸驼背的后
遗症，如今身高也只有1.5米左右，运动起来
就会大口喘气，血液循环不畅导致双手常年
呈现黑红色。

1986年，刘超云高中毕业。尽管成绩不
错，但由于身体原因，没有通过高考体检
关。“一下子，我觉得活着没啥希望了。”他回
忆道。

这时，一个亲戚介绍他去平顶山卫校成
了旁听生。由于没钱买专业书，每到周末，
他就去书店抄书，慢慢地书店工作人员被他
精神所打动，破例让他伏在书案上抄，还给
他搬来一摞书当凳子坐，这样，他一抄就是
一整天。

3年学业结束，刘超云门门课程优秀，在
湛河区北渡卫生院实习期间，由于业务能力
强，医院希望他能留下来工作，但他一想到
年迈的父母，家里还有个哥哥需要照顾，便
忍痛拒绝了，回村开起了诊所。

在亲戚的帮助下，他在自家简陋的草房
里开始了独立的行医路。那时父母就告诉
他：现在你是医生了，不要忘了小时候求医
的难处，不管谁用着你，都要热情些、跑快
些……

刚回村，一个毛头小伙给人看病，乡亲
们有点不放心。那时候农村做绝育手术的
妇女多，术后需要回家输液休养。这是别的
医生不愿意干的活儿，刘超云接了过来，经
常上门服务。就这样，乡亲们慢慢认可了
他。

那时村里的道路全是土路，没有路灯，
每逢雨天泥泞不堪，父亲卖了玉米专门给他
买了胶鞋、雨伞和手电。就这样，不管白天
黑夜、刮风下雨，也不管路远路近，一有召
唤，刘超云背起药箱就走。

20多年过去了，村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刘超云有了一辆小电动车，也会有人开
车来接他出诊，但他仍然保留着“三件宝”，
保留着不用药就不收费的习惯。

可能治不好病人的病
但不能寒了他们的心

村里有位老人肝癌晚期，疼痛难忍。刘
超云第一次上门为他输液，病人说：“超云，
你和我说说话，我就不疼了。”一连几个晚
上，刘超云都坚持始终，家属很是过意不去，
刘超云说：“老人没剩多少日子了，就满足他
的心愿吧。”直到老人弥留之际，刘超云仍守
在病榻前。

最难忘的是一个晚期食道癌患者。因
为病痛，患者滴水不进，刘超云天天为他输
液，可还是没能延长他的生命，眼看着病人
最后慢慢闭上眼，他忍不住泪流满面：“心里
特别难受，真想为他做点啥，可恨自己无能
为力。”

“我从小四处求医，体会到医生的爱心
对病人有多重要，带给病人的不但是温暖和
信任，还有战胜病痛的勇气和信心。”刘超云
说，医生可能治不好病人的病，但不能寒了
他们的心。

每逢自己患病，刘超云也从不耽误给群
众治病，有一次，刘超云发烧到39摄氏度需
要输液，白天一直忙没时间，等到深夜自己
才把针扎到脚上输液，第一瓶没输完就又有
病人叫门，他就拔了针头开门接诊。最多的
一晚上，他自己输两瓶水就拔了两次针。

有件事让村民韩认记忆犹新。一次老
伴儿在烟田打农药不慎中毒，韩认哭喊着跑
到诊所，刘超云背上药箱就去，先给患者注
射了药。然后，让患者坐着架子车，他举着
输液瓶跟着往镇卫生院跑，由于跑得太快，
一只鞋都跑丢了。直到第二天早上病人脱
离危险后，他才独自回家，半路上又找到了
跑丢的那只鞋。

从医28年来，刘超云没有轻轻松松过过
一个重要节日，更没有出过远门。去年，在
赴河南电视台录制《脱贫大决战》的节目时，
他第一次来到郑州，外甥专门开车带他去看
了看黄河。“我不是不想出去走走看看，是不
能也不敢，乡亲们大老远跑来看病，如果我
不在，他们会多失望。”刘超云说。

靠安定入眠 睡前唱歌减压

采访刘超云的时候，他14岁的女儿抱个
布娃娃嘴里不停念叨着。来此就医的村民
无奈地摇头道：“别提了，那是超云的伤疤
啊，揭一次疼一次。”

刘超云的家庭特殊，父母去世，哥哥年
近七旬，有智力障碍，还患上了脑梗塞；妻子
是脑膜炎后遗症，不能干家务；女儿智力低
下，14岁了，整天抱着布娃娃喃喃自语。只
有大儿子健全，现在外上大学。

平 常 ，刘 超 云 只 能 抽 空 做 饭、洗 衣
服……遇上出诊，就只能撇下家里的3个病
人。回来后，他们把家里弄得杂乱一片。“多
少次，我也号啕大哭过，觉得很无助。”刘超
云说。

在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下，刘超云每天靠
安定片入睡。临睡前，他喜欢唱会歌，用手
机录下来发到朋友圈，他说他只有这一个业
余爱好，唱唱歌心情会轻松很多。“人生有很
多无奈，没有人会因为你痛来帮你。哭着是
一天，唱着也是一天!那就让我们一起唱吧！”
这是刘超云唱歌时录下的一段话。

虽然不宽裕，但刘超云还不断回报社
会。有一年，他整理了药费欠账，有 1万多
元，其中有的人已经去世。他说，欠就欠了，
要是有钱，谁会欠账呢？如今，他还免去了
乡亲们的一般诊疗费。

在刘超云的卫生室里，挂着一块“公共
卫生服务先进单位”的奖牌。“他不抽烟、不
喝酒、不打牌，连电视都不看，唯一的爱好就
是钻研业务。”邻村村医徐新卫说。廉村镇
卫生院副院长王俊晓说，在村医综合考核
中，刘超云年年都是全镇的排头兵。

“生活上的困难都不算啥，女儿是我最
大的心病，我只盼着她能自己照顾自己，有
个好归宿。”刘超云说。7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付春晖

4月 25日，平顶山市民冯女士来到市第二人民医
院就诊。她正准备排队办理就诊卡，身边的导医告诉
她，用身份证在自助机上轻轻一触即可进行挂号。

“身份证也能当就诊卡，真方便。”冯女士感到惊
喜。如今在市二院，病人的身份证、银联卡、医保卡、
社保卡、居民健康卡都可以当作就诊卡，在自助机上
便能实现建卡、储值、挂号、交费、查询、取报告等操
作。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应用，平顶山市第二人民
医院借助“互联网+智慧医疗”平台，加快医院信息化
建设，极大地方便了患者。据该院信息中心负责人介
绍，一卡通自助服务一直是该院信息化工作的重点之
一。该院是全市首家实现医保卡、银联卡与就诊卡互
通互用的医院，下一步将进一步升级服务，实现门诊、
住院相关联的一卡缴费、查询服务。

以前，市二院的医生每天早上查房时，总是抱着
厚厚的病历夹，一床一床挨着查看，十分繁琐。近日，
该院投入使用的电子查房系统让医生查房变得轻松
便捷。

信息中心负责人介绍说，无需任何纸质病历资
料，只需推着电子查房车，患者所有的病史资料、住院
情况、病情记录、用药情况、各种检查结果等均可随时
调出来。此外，医生还可直接在电子系统上开医嘱、
写病历，完成各种医疗文书，护士可通过连接移动查
房系统的掌上电脑，读出患者的病情以及最新医嘱信
息并及时执行，此举有效提高了临床工作效率。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方便患者，该院将于5月1日
后正式推出微信就诊支付、微信预约挂号等服务，让
电子支付在医疗体系中成为可能。7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毛玺玺

“过了饭点，工作还没干完,熊叔捧着一
碗鸡蛋面送到我跟前，很感动。”日前，平顶
山市新华区焦店镇野王村第一书记刘金涛
在微信朋友圈发出这样的感叹。

作为新华区85名科级后备干部中的一
员，去年10月，刘金涛被选派到该区焦店镇
野王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区里派来的干部
真不赖，干了不少实事，俺们都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给刘金涛送面的野王村村民熊停
说，新华区为村“两委”配强了班子，村里很
多工作顺利开展。尤其是在湛河沿线野王
段的治理上，大家劲往一处使，使这里成为
该村的一道风景线。

“干群同心，其利断金。今年新华区继
续抓好队伍建设，为党建工作提供人才支
撑。”4月 24日，新华区委书记乔彦强说，今
年该区持续重点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大力实
施村党组织书记优强工程、加强后备干部队
伍建设、加强党员队伍管理，为辖区发展提
供人才保障。

据了解，为聚焦选干部配班子、抓基层
打基础、育人才聚贤能、搞培训提素质这“四
大主业”，为全区“加快转型发展、确保和谐
稳定、决胜全面小康”筑强组织保障，新华区
切实抓好队伍建设等十个方面的工作。

抓自身建设，打造高素质组工干部队
伍。强化政治意识，要求做到讲党性、讲大
局、讲忠诚；坚持公道正派，做事要“出于公
心、坚持原则、勇于担当”；提高履职能力，带
头加强学习，注重调查研究，切实把工作做
精做细做实；始终严以律己，带头贯彻《条
例》《准则》，落实好“三会一课”、民主生活

会、组织生活会等制度。
抓基层基础，为党建工作搭好平台。重

点强化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党群综
合服务中心“规范建设和网络建设”，推动基
层党建全面过硬。今年3月，省委组织部有
关负责人在来平调研期间，对新华区党群综
合服务中心和网络建设工作给予肯定。

抓好组织建设，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全
覆盖。实现年底前完成辖区所有“三类村级
党组织”整顿转化、“两新党组织”覆盖率力
争达到100%，着力构建区域化城市基层党
建新格局。

抓制度建设，为党建工作提供保障。该
区将绩效考核结果与单位年度考核优秀等
次比例、干部提拔调整等挂钩，并建立奖励
基金，将党建工作列入全区重点工作绩效考

核，实行季度考评排名，奖优罚劣。今年，该
区除重点抓好绩效考核制度外，还注重抓好
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党建经费保障制度以及
全区三包三联系制度、后备干部管理制度等
制度落实。

抓人才培育，为全区发展建言献策。
重点加强全区各类人才培育管理，适时引
进法律、金融、征收、社区服务、城市管理等
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使其更好地“服务重
点项目、服务园区发展、服务基层群众”；健
全完善“新华区人才智库”，重点从法律、金
融、城建、教育、卫生等行业选取 100 名市
区拔尖优秀人才，为区委决策充当参谋助
手。

抓学习培训，打造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
格局。“外出学习受益匪浅，回来后下定决心

一定要当好村党组织带头人。”该区曙光街
街道李庄村党委书记辛建说。今年2月，新
华区组织全区60多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到新乡6个村（社区）进行培训。为倒逼全区
干部职工解决“本领恐慌、能力不足”问题，
该区结合全区“经济转型发展和维护和谐稳
定”两大任务，突出实用实效，对干部职工实
施精准培训，开展区域经济发展、特色园区
建设、PPP项目、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法治
政府建设等“七大专题”的培训，切实提升干
部专业化素养。

抓责任落实，把党建工作落到实处。健
全机构抓落实、夯实责任抓落实、搞好活动
抓落实，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强化党内
监督”为重点，要求机关党组织把人员、资源
等下沉到基层，开展“百名干部访千家”活
动，组织党员干部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群众，
切实帮助基层党员群众解决在“拆迁改造、
项目建设、集体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等方面
遇到的实际问题。

抓工作创新，提升全区党建工作水平。
建立“组工干部下基层”长效机制，推动组工
干部深入基层“摸实情、办实情、求实效”。
抓好十分钟服务圈、爱心呼叫、孙刚爱心联
盟、虚拟养老院等已有党建品牌的“提质增
效”，并积极学习先进经验，结合自身特点，
深入挖掘、打造一批在全市乃至全省“拿得
出、叫得响”的党建品牌。

抓舆论宣传、营造浓厚的党建氛围。从
搭好多个宣传平台，建一支党建工作宣传队
伍，树一批优秀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党务工作者典型等方面入手，力求在
主流媒体唱响新华区党建工作“好声音”，为
引领全区经济转型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7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亚丹

4月 24日，走进平顶山市湛河区平桐路南段附近
的华廷四季城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
象。与此同时，该区平安景苑项目（旧城改造项目）、
千田·新开元项目（西铁炉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等一大
批续建重点项目，也在快马加鞭赶工期。

据湛河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季度该
区项目建设实现开门红。新建、续建项目55个，总投
资274.3亿元，年度完成投资11.1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130.4亿元。恒大名都、碧桂园、银基誉府等52个项目
开工在建，湛南新城棚户区改造、奇柯商品直销中心
等40个项目正在加紧推进前期工作，掀起该区新一轮
项目建设热潮。

2017年，湛河区全面打响项目突围攻坚战，按照
“储备一批、推进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原则，
建立“梯次推进”的项目育成新机制。一手抓既定项
目攻坚推进，一手抓新项目谋划，集中力量、集中资
源，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规划安排力争全区实施新建
项目18个，确保完成总投资71亿元；续建项目39个，
总投资293亿元，推动项目建设顺利实施、投资任务落
实到位。

为确保项目建设工作扎实平稳高效推进，该区继
续实行县级领导联系制度，建立每季度进行一次考
核，半年兑现一次奖惩机制，并不断强化“跟踪服
务”。围绕“一城、两区、三带”建设，突出项目建设重
点区域，在湛南新城、工业园区、特色商业区和物流园
区等区域，加大土地收储力度，加快道路、供水、供电、
排雨、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加快
重点项目落地建设。7

一卡通自助就诊真方便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加快信息化建设

湛河区

打响项目突围攻坚战

选配干部 打牢基础 育才聚贤 提升素质

新华区：党建“十抓”筑强发展组织保障

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典范——龙泉村学习

仁心村医刘超云

自幼患上佝偻病、未通过高考体检关、一家3个病人，在生活
的辛酸和重压面前，他身残志坚，用大爱和执着，28年如一日守
护村民健康。他就是——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赵贝贝

不健全的身体，不完美的家庭，充满辛酸的历程，却彰显出高尚的情

操、完美的人格和金子般的爱心、真心、责任心……这是叶县甘刘村村医刘

超云当选“感动叶县十大年度人物”时的颁奖词。作为一位普通村医，刘超

云身残志坚、用爱和坚守，28年如一日呵护着全村2000多名群众的健康。

4月22日，记者走进廉村镇甘刘村，感受、体味他的大爱仁心。

□本报通讯员 杨沛洁

“面积100多平方米，诊断室、药房、治疗室、观察
室啥都有，真是不赖。”4月 20日上午，在叶县廉村镇
王店村新的村卫生室，前来参观的人们不由地称赞
道。这是叶县120个贫困村标准化村卫生室启动时的
场面。当天，启动仪式在王店村举办。

叶县属省贫困县，其中很大一部分贫困人口是因
病而贫。为此，该县在实施精准帮扶的过程中，特意
启动健康扶贫工程。据县卫计委主任朱春生介绍，县
里对贫困户每人补贴新农合资金 30元，并按照每人
130元的标准为贫困人口购买相关保险，以减轻他们
的医疗费用负担。为确保小病不出村，进一步减少村
民医疗费用支出，在加强对村医管理培训的同时，县
财政支持每个村 9万元，按照统一标准建设村卫生
室。每个村卫生室不小于 100平方米，诊断室、观察
室、药房、治疗室、健康教育室、免疫规划室要一一分
隔开。

叶县350个行政村自去年开始，分两批建设标准
化卫生室，120个贫困村均属首批。

在当天的仪式上，剩余230个村子的责任人还与
县里签订了标准化卫生室建设责任书。“这意味着非
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的工作全面启动，”叶县委
常委、副县长丁树德说，“计划今年全部完成。”据了
解，全县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工程，需要县财政投入
近4000万元，这是叶县委、县政府的又一重要民生工
程。7

叶县

120个贫困村
有了标准化村卫生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