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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人民医院的见义勇为医护群
体是怎样炼成的？

笔者在郑州人民医院翻阅院史，
深入临床科室，从医生护士，到行政后
勤部门人员，通过座谈进行了“穿透
式”采访。

郑州人民医院 1912 年 2月建院，
在百年磨砺中拥有“施医舍药”、济世
救民的悠久传统，写在血脉里的博爱、
仁慈精神不变，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
郑医人，大医精诚在血脉中传承。这
个百年大院不论时代风云变幻，始终
坚守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一法
宝，在新时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时代新风尚。

历史是一根悠长的绳，连接着过
去，牵引着现在；历史是一面明亮的镜
子，照亮过往更照亮未来。

近年来，郑州人民医院见义勇为
典型人物如此密集地出现，不是偶然
的事件，而是与当前所提倡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医院深厚的传统文
化底蕴、长期潜移默化的精神文明传
承紧密相关。

郝义彬对笔者说，救人，是医者的
本能。医院最普通的医生护士及员工
救人事件，他们的行为被媒体广泛报
道，引发跨地域的能量传播，说明了社
会需要这样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
的正能量，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重
要维度。

“但这在医疗行业，绝不是个案，本
就是最应该、最平常、最司空见惯的事
情。有人突发疾病，每一个看到的医护
人员都会主动上前，主动施救，这是一
种职业习惯，也是一种职业操守，也早
已成为医护人员的本能。我相信，每一
个医疗行业的人路过或看到，都会有同
样的举动。”郝义彬说。

再具体到郑州人民医院的见义勇
为医护群体的“郑医现象”，郝义彬说，
近年来，我们看到社会心态越来越自
尊自信，更理性平和、积极向上，但也
看到一些不良社会情绪，影响着社会
心态。医院的见义勇为医护群体体现
了他们的敬业和道德精神，他们在抢
救过程中把人与人之间的善良摆在第
一位，不因顾忌抢救可能带来的风险
而耽误救治时间，用自己的行动践行
了核心价值观。他们用积极健康的心
态降低社会交往成本、减少矛盾冲突，
弘扬了人间正气，为良好社会配制出

“黏合剂”。
郑州市卫健委主任付桂荣在介绍

见义勇为医护群体时，给笔者从人际、
群际、文化三方面揭秘了郑州人民医
院这个“黏合剂”：

在人际层面，医院立足于每个人
心态与行为倾向的正向培养，因为个
体相对容易受他人和外在环境影响，
所以在人际层面医院注重培育积极健
康的社会心态，注重优化个体生活和
工作空间的整体风气，让医生护士及
员工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进行良性互
动，从我做起避免负面心态扩散。

好的风气形成离不开教育养成、
传帮带和“种子精神”。医院采取定期
讲座、传帮带、典型示范、评优评先等
各种形式，对医院职工进行医德医风
等教育，对先进事迹表彰与职务晋升
结合，示范激励，让更多的职工接受教
育与洗礼。

在群际层面，他们着眼于医疗卫
生行业正面临着医患信任缺失的重大
问题，社会上的伤医事件频发，医护人
员普遍缺乏工作安全感。医院这一群
体的涌现深刻体现了一种精神，只要
医务人员把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精神

作为职业追求，医患关系就不再是对
立的，而是和谐统一、共同面对疾病的
关系。同时注重在群际层面带头培育
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为不同群体提
供充分的接触机会，使社会成员从更
广阔的视角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郑州人民医院自 2014 年加入郑
州慈善大家庭以来，积极承担“善行绿
城”大病救助项目，连续两年承担癌症
救助项目，郑州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成
立“郑医·生命之光”专项慈善救助基
金，将用260万元善款救助前来医院治
疗的贫困患者。与此同时，郑州人民
医院作为“心晴朗”——中青年心脏病
救助项目全市唯一的实施医疗机构，
对罹患心脏病的困难患者进行救助。
一年来解决了多名困难群众的实际就
医问题。郑州人民医院慈善志愿者工
作站获得郑州市“最具影响力社会公
益组织奖”。

在文化层面，医院积极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让医院精
神成为医院文化的“定海神针”。郑州
人民医院“网红苗圃”获得了众多荣
誉，这是医院及整个医疗行业的精神
财富，对于单位来讲精神财富的作用
超越物质财富，能够创造巨大贡献，精
神财富缺失将导致前进动力不足，医
院总结并提炼形成价值观念、人生信
念、职业素养、优秀品质等医院的精神
财富，引领时代新风尚。

精神本身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
是动人心魂的时代强音。这个时代需
要精神引领，更离不开强大的精神支
撑，离不开丰润的道德滋养。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风专家和
党建工作者等社会多方面人士在研讨
郑州人民医院见义勇为医护群体的时
代价值时说，郑州人民医院近年来见
义勇为医护群体形成“成己成人”的巨
大效应，堪称引领时代新风尚的一本
教科书。

专家分析郑州人民医院见义勇为
医护群体“成己成人”的意义时说，启
蒙理性引导下的现代社会，已经进入
一个高速发展的消费时代，而现代人
在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人
类社会的情感生活、道德生活、精神生
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反倒引发
严重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世”和现实，人类学
家、社会学家、民风专家和党建工作者
等社会多方面人士评价郑州人民医院
的见义勇为医护群体产生的“成己成
人”社会道德现象时说，“成”即成就、
完成的意思，“成己”意味着求知求是、
明德明理、向真向善，不断地自我更
新，自我完善，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全、
完美的人。“成人”意味着影响他人、帮
助他人、成就他人、完善他人，使他人
成为新人、完人。“成己”是“成人”的先
决条件，首先“成己”，而后“成人”，成
己才能助人，进而“成物”，即改善人的
生存环境、改善整个世界。为社会传
输一些正能量，让社会更加美好和健
康。郑州人民医院的见义勇为医护群
体的有益探索，不愧是良好社会道德
风尚的“黏合剂”，成为播撒在中原大
地的精神珍珠，将展现出永久魅力和
时代新风尚。

笔者结束郑州人民医院采访调研
时，透过“郑医人”的心田，分明看到，
春风轻拂，道德滋长，这里长出的不仅
是一个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见
义勇为医护群体，更是新时代最需要
的“精神”高峰！他们正成为一道美丽
的社会道德风景。

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精神”高峰

郑州市西三环高架桥处，一位 40
多岁的女士不小心从10米左右的桥上
摔下，昏迷不醒。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
植中心护士张鑫娜，听到“砰”的一声，
赶紧跑过去。伤者情况危重，张鑫娜
一面打 120，同时抛开雨伞，跪在满是
泥泞的水泥地上，为她实施心肺复苏
和人工呼吸。救护车到来时，伤者已
恢复呼吸，张鑫娜便悄悄离开了现场。
但她雨中救人这一幕，有千千万万网友
为她点赞，并称她为“最美女孩”。

张鑫娜对笔者说，这件事后，她才
知道，当时有一位耿老师，拍下了整个
过程。他跟笔者说：现在的社会很复
杂，这么好的孩子，我怕她被人误会，
我要录下来给她做个见证。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用它来种什
么？种桃种李种春风。”网友借用作家
三毛的这段话说，这正是郑州人民医
院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为着眼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从一个“网红”一枝独秀到见义勇
为医护群体满园春色的结晶。

李大爷的独生子快结婚时患上绝
症，老人卖掉房子花费多年的积蓄，也
没能挽留住儿子的生命。遭遇家庭变
故的老人，整日郁郁寡欢，继而引发了
脑梗，一侧肢体不能活动。

“李大爷，你放心吧，我家离你不
是太远，只要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就给
我打电话！”5年前在神经科坐门诊与
这位失独老人结缘。李大爷出院后需
要定期上医院抽血化验、检测凝血，医
生丁娜刚开始让爱人开车去接老人到
医院做检查，后来她为取得老人的血
样，在给李大爷扎针抽血之前，先在家
中拿爱人试验了多次，直到熟练后才
给李大爷扎针。

医生丁娜坚持不懈义务为这位特
殊的老人上门治病服务，慰藉老人受伤
的心灵，帮助老人点燃生活的希望。就
这样，她默默付出坚持了5年多。连日
来，这位医生助人为乐的事迹在报网上
传开……

在郑州人民医院，看到路人晕倒
或需要急救时，他们毫不迟疑，挺身而
出；面对素不相识的人，他们进行口对
口人工呼吸、复苏心肺……

无论是在上下班路上、高铁上或
旅游途中，还是在医院里；不管是医
生、护士还是退休人员……他们的善
行义举，让一个个垂危的生命脱离了
危险。

去年 3月 28日，一位老人在公交
车上晕倒，口吐白沫，失去意识。与老
人同车的郑州人民医院护士马丹见

状，立即上前用手为老人清理呕吐物，
并将手指伸到老人嘴里，防止老人咬
舌，直至老人恢复意识。8分钟后，老
人终于醒过来，大汗淋漓的马丹终于
松了口气。急救车到达现场后，她消
失在淡淡的暮色中。

一名来自许昌福利院的小患者婷
婷被送到郑州人民医院爱心病房。也
许是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婷婷
哭闹不止，抱一抱哄一哄，哭声渐渐止
住，一放下又哭了。不管小婷婷，护士
许姝悦不忍心，放下工作更不可能。
别无他法，许姝悦只好一边怀抱着小
婷婷，一边写着病历。

这个场景被同事随手拍了下来，并
传到网上。这司空见惯却温柔暖心的
一幕，打动了千千万万网友的心。许姝
悦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袋鼠妈妈”。

郑州人民医院病房楼一个电梯口
处，突然有人大喊：“快来人，救命啊！”
中央保障中心护士长马琳娜听到呼救
火速赶到，只见一位 70多岁的老奶奶
瘫倒在电梯间，面色发白，口腔里不断
有污物吐出……

马琳娜没有丝毫犹豫，马上俯下身
子为其进行胸外按压，然后进行口对口
吸痰，老人终于恢复了心跳。马琳娜协
助急诊科的同事，将老人护送到急诊
室。因抢救及时，老人转危为安。

…………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今“郑

医好人”仍在不断涌现，郑医现象仍在
增温传承……

“一个小的善举，能够温暖人心，能
够救人性命，能够感动中原。我们身上
所有荣誉，都是职业赋予的，我们也将
此化为以后工作的动力，认认真真工
作，踏踏实实做人，不辜负每一个人对
我们医护人员的期待。”这是郑州人民
医院见义勇为医护群体的共同心声。

2017年 4月 12日下午 2点左右，
一名 10岁男童上学路上突然晕倒，路
过此地的医生邵青青见状，赶紧把怀
里的孩子“扔”给爱人，跑到男童身
边。当时孩子面色青紫，口中有呕吐
物，四肢强直，有心跳，却没有呼吸，性
命岌岌可危！

邵青青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20同
时对孩子进行急救。几分钟后，孩子
得救了，急救车到达现场后，她才悄悄
离开。

郑州人民医院从一个人到见义勇
为医护群体，诠释了医者的担当、勇气
和责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在院外，都
能挺身而出，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与
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人们
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
日用而不知”的程度，使之成为人们日
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近年来，郑
州人民医院注重从身边“小事情”“小
细节”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病房里传递“郑医温暖”。

36岁的蒋欣是郑州人民医院器官
移植科的医生，在患者心目中温暖和
善，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暖男”+“暖
医”，一大批铁杆“粉丝”说他身上有股
挽救生命的浩然正气。

一个胰肾联合手术患者住进重症
监护室观察,不久出现焦虑烦躁。蒋
欣半个月陪在他身边，调整药物、监测
指标、心理疏导，并帮忙给他喂饭。患
者出院的时候对蒋欣说：要不是你，我
肯定早就放弃了，你救了我，也救了我
全家！

如果说，每一位器官捐献者都是
天使，那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就是
守护这些天使的人。他们体会绝望与
希望，感受放弃与坚持，见证死亡与新
生，是游走于生死之间的“接线员”。
2014年，蒋欣又同时成为一名器官捐
献协调员。

“在我国现有观念和条件下，器官
捐献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在误解、偏见
中艰难前行。在患者即将离世的当
口，劝说其家属同意捐献患者器官，此
事谈何容易！”蒋欣说。

原来，去年12月的一天，一位老人
的儿子在郑州遭遇车祸重伤，送到郑
州人民医院救治。看到患者符合器官
捐献的条件，蒋欣和郑州市红十字会
的工作人员，按照患者身份证上的地
址，用了7个小时，辗转到达患者家中。

“相信我，突遭这飞来横祸，我非
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的痛苦我感
同身受，这条生命还可以以另一种方
式延续下去，他可以更有意义。”在蒋
欣的安慰劝说下，最终一家人含着泪
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签了字。

移植一个器官，救活一个患者，拯
救一个家庭。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以

来，蒋欣已经拥有40多个成功案例，用
患者捐献的器官救活了 100多位挣扎
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挽救了 100 多
个濒临绝境的家庭。

郑州人民医院院长郝义彬说，像
蒋欣这样的先进人物携带情感，用形
象承载思想，用故事传播理想信念，无
论是涓涓细流的漫长坚守，还是惊天
动地的辉煌瞬间，他们所迸发出的令
人震撼的力量，回应着这个时代的精
神渴求和信念坚守。

在郑州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ICU）是一个“生死边缘”、冰与火交融
的地方。一扇厚重的铁门，虽阻断了危
重病人和外界的接触，但门里是医务人
员争分夺秒地和时间赛跑，与死神搏
斗，门外是家属万分焦急、翘首以盼。

人们称赞郑州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护士长李伟丽是危重患者的“长明
灯”。她在这里整整坚守了15年，把无
数个濒临死亡的危重患者从死亡线上
拉了回来。

李伟丽对笔者说，医学是一门有
温度的学科，其服务对象是活生生的
人。医生看“病”，更看“人”。各种冷
冰冰的检查仪器让病人感受不到来自
医生的慰藉，也加深了医患隔阂。当
各种高精尖检查仪器越来越代替医生
的望触叩听时，医生获得了更多的检
查结果以帮助准确诊断，但也丢掉了
不少给予患者精神慰藉和关爱的内生
动力。

“虽然机器人医生为人类看病问
诊，正在从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的奇妙
场景，变成我们触手可及的现实，但人
工智能来了，技术进步了，我们却比任
何时候更需要呼唤医学人文精神。用
心去关爱病人，这才是医护人员无可
替代、最宝贵的价值。”李伟丽说，

发现每个人的精神力量。在郑州
人民医院，一个身边的先进就是一个
标杆。每一个标杆都影响着一片人，
进而发展成今天的见义勇为医护群
体，彰显了时代精神风貌。

“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一个
人可以走很快，但是一群人一起走才

在“感动中原”颁奖典礼现场访谈
环节，主持人问护士马丹，当别人叫出
你的名字，而你素不相识的时候，你是
什么感觉？她回答说：“走在街上突然
有陌生人叫我的名字时，我很意外又很
惊喜，我觉得网红是大家对我们行为的
认可，有一种荣誉感。作为大家心目中
的网红，身上的责任会越来越重，对自
己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再遇到这样的
事情，我还会第一时间冲上去。”

马丹说：我要用善行为青年代言，
为医务人员代言，继续传播爱，放大
爱！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
将坚守心底的那份爱，将善行进行到
底，因为我相信，爱会让世界变得更加
美好！

在健康路黄河路交叉口，一位老人
突发急性心梗，从自行车上倒在路上。
郑州人民医院纪委监察室副主任安华
和同事李雪立即叫来医院急诊科急救
员为老人实施急救，并为老人实施了冠
状动脉支架植入术，老人转危为安。

笔者找到安华采访此事，她不断
地表示，这与医院职工对急救知识的
娴熟掌握是分不开的，每位职工到医
院的必修课就是急救培训，对医护人
员进行高级心肺复苏培训，对行政后

勤人员进行基本心肺复苏培训，实现
全院覆盖，保证人人过关，不管在哪出
现紧急情况，让医院员工，如作为第一
目击者，不仅在关键时刻冲得上，而且
都可以对患者进行“白金十分钟”抢
救，第一时间挽救病人的生命。

人们说，郑州人民医院见义勇为
医护群体，金身“罗汉”多，草扎泥糊的
少。医院的见义勇为医护群体，没有
水分，也不掺假，在生命危难的时刻展
现英雄本色。

网友“麒牛”在留言中说，当社会
不良情绪让人们纠结于跌倒老人扶不
扶，当我们感叹于人际、群际和文化关
系的负面心态扩散，真诚救人恐惧引
发误解和承担责任时，郑州人民医院
的“网红苗圃”用行动给社会做出铿锵
有力的回答。

郑州人民医院虽然在前几年遇到
发展困境，但他们仍不懈践行医院使
命、愿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
医学人道主义精神，以杰出的服务维
护大众健康，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特别是近年来，在人民群众生命
遇到危难时，医院的医生护士及员工
能舍身“冲在前”，关键在于医院让他
们找到了“存在感”“获得感”。

“护士张鑫娜获阿里巴巴 5000元
正能量大奖啦！”

张鑫娜在雨中泥泞的马路上救
人，拿到郑州晚报阿里巴巴正能量奖
励的 5000 元钱，她有点不知所措了。
这时，张鑫娜突然想到医院成立的专门
救助特殊贫困病人而设立的机构——
郑医生命之光慈善救助基金，社会各
界的爱心人士都可以关注并且参与进
来。她第一时间把这笔钱捐助进去，
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到更多的
患者，她说这才是她最愿意看到的。

慈善薪火传承，日益成为郑州人
民医院员工一种生命基因和工作行为
方式。

郝义彬说，在医院出现的先进个
人体现了一代又一代“郑医人”的精
神，而“感动中原”的获奖群体则代表
了医院的年轻一代，这种精神很好地
在他们身上得到传承、发扬光大。让
每位职工理解、传承这种精神，从而在
发展过程中克服一切困难，以职业道
德、精神及对技术的追求来坚定理想
信念、选择正确道路。

“两卷竹简信，染着千年古韵,一
简一牍无不抒写着医者仁心……”去
年 1月 10日上午，在郑州人民医院普
外二病区，患者家属赵女士将两卷用
竹简制作且包装精美的感谢信，送到

科室医生的手中。
原来，赵女士的儿子去年慢性阑

尾炎急性发作，且有反复发作史，加上
患者偏胖，所以内部粘连严重。手术
顺利完成后，赵女士的儿子恢复很好，
她就白天留在病房照顾孩子，晚上由
医生和护士来看，自己回家休息。

不料，赵女士的爱人又因颅内动
脉血管瘤住院，在造影检查结束后，科
室侯国欣主任表示，赵女士丈夫的颅
内血管仅属于中度狭窄，无需进行后
续手术治疗，只需药物治疗、追踪观察
即可。

“正是咱们医院医护人员的尽职
尽责，在细微之处关爱患者，为患者考
虑，才让我减轻了心理负担，所以，我
想用心表达我的感谢之情。”

在赵女士看来，常规的送锦旗不
能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她决定通过

“竹简信”这种文雅而又充满新意的形
式，传达自己及家人的真诚感谢。历
经千辛万苦，赵女士终于找到了能够
制作竹简的商家，并最终制作出了如
此精美的感谢信。

深厚的精神积淀，优良传统的经
久传承，铸就了郑医人学习先进、崇尚
先进、追求先进的内在品质，激励着医
务工作者坚守岗位，在平凡的工作中
做贡献，传递社会正能量。

舍身“冲在前”关键在于有“存在感”“获得感”

见义勇为医护群体是引领时代新风尚的“黏合剂”

从一枝独秀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见义
勇为医护群体

（上接第一版）

从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孕育见义勇为医护群体

能走得更远。”谈到郑州人民医院的见
义勇为医护群体效应，郑州人民医院
院长郝义彬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构筑起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立
德铸魂，郑州人民医院深感党委是第
一责任人。如果把党委比喻为一片森

林，郑州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党委书记
理应成为深扎泥土、枝繁叶茂的那棵
树。要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
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
个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岗位实践，立德铸魂，凝心聚力。

雨中跪地救人的最美女孩张鑫娜

郑州人民医院医护群体当选第五届郑州市道德模范

怀抱患儿工作的“袋鼠妈妈”许姝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