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当，让马雪娥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也是担当，她在婆母去世后，强忍悲痛奋战在抗疫一线，舍小
家为大家，尽显家国情怀。

1月 20日，全县疫情防控工作开始后，经历过非典疫情的
马雪娥深知农村是疫情防控最薄弱的环节。作为基层卫生院
院长，她马不停蹄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进村入户与隔离对象
见面，对村医进行培训和指导，每天超负荷运转，一天也没有
离开“前沿阵地”。

在抗疫的背后，马雪娥忍受着巨大的悲伤。圪垱店乡卫
生院的医护人员清楚地记得，与婆母情同母女的马雪娥在春
节前婆母住院的半个多月里，只能晚上抽空去尽会儿孝心。
婆母转到县里的一家医院时，马雪娥只是随车去安顿了一下，
两个小时后便返回了工作岗位。即便是婆母病危抢救期间，
她也顾不上请一天假。就在 1月 26日，她婆母去世的当天下
午，她还在紧急召开圪垱店乡和木栾街道村医工作会，对村医
再培训、再提醒、再要求。她的婆母于 1月 26日（农历正月初
二）辞世，由于疫情防控升级，她和丈夫都在疫情防控一线，实
在抽不出时间办理老人的后事，她就和丈夫、公爹以及两个妹
妹商量好，将婆母的遗体暂时存放在医院的太平间。

第二天，她像往常一样上班，亲自带队为返乡人员测量体
温，居家消毒，没有和任何人提及此事，一个人默默承受了这
一切……直到婆母去世18天后才简单办了丧事。

“马院长平时非常敬业，对工作高度负责，特别是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她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勇于担当，为卫生院全体
职工做出了表率。马院长的先进事迹感动了卫生院全体职
工，也激励着全体职工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很多职工
带病坚持工作，不请假、不休息，为了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默默奉献。”圪垱店乡卫生院办公室主任郭豆豆说。

【勇担当】
舍小家顾大家，尽显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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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诠释医者大爱
——记武陟县圪垱店乡卫生院院长马雪娥

□陈学桦 周武申 耿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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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扎根基层，投身医学事业三十载，在她心

中装着的永远是患者，图的是老百姓能享受到好

的医疗服务；

她大刀阔斧，整体迁建卫生院，营业额从原

来的全县倒数第一到名列前茅，突破性地将卫生

院引入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

她深化医改，率先在焦作市启动“3+3”“一站

式结算”医疗救助服务模式，让群众享受更多改革

红利；

她奋战抗疫一线，舍小家为大家，践行着一

名基层院长的使命和担当；

她是百姓心中的“名医生”，更是群众眼中的

“好院长”，她就是武陟县圪垱店乡卫生院院长马

雪娥。

马雪娥是武陟县詹店镇马营村人，1990年

12 月参加工作，1998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4 年 9 月至今任武陟县圪垱店乡卫生院院

长。先后获得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河

南省优秀卫生院院长、焦作市十佳优秀共产党员、

焦作市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职工、焦作市巾帼

建功标兵、焦作市抗击非典三八红旗手、焦作市卫

生健康系统深化医改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马雪娥长期任职于乡镇基层卫生院，从医院

基建到临床业务，事事亲力亲为，在她的带领下，

圪垱店乡卫生院多项工作不断提升，各项指标增

长均位居全县乡镇卫生院第一，先后获得“全国群

众最满意卫生院”“全国优秀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等荣誉称号，河南省、焦作市深化医改现场会曾在

该院召开，“圪垱店医改”模式在焦作市推广。

2月 14日，因在疫情防控一线表现突出，马雪

娥被“火线”提拔为武陟县计生协会办公室副主

任，此事在全县引起强烈反响。2月 26日，河南

省委组织部对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的第一批

30名共产党员进行通报表扬，马雪娥名列其中。

马雪娥和她的同事们走在为民服务的路上

敬业，让马雪娥只图为职工办点实事，
为卫生院有个好前景，为百姓能享受到好
的医疗服务。也是敬业，使她却愧对于家
庭，更多的是亏欠儿子。

“这么多年，我一直为了工作打拼，忽
略了对丈夫、孩子、父母应尽的责任，但他
们从没有一句怨言，始终全力支持着我的
工作！”谈及个人情况时，马雪娥自觉愧对
家庭。

马雪娥和丈夫都在基层工作，因为工
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儿子从 3岁上幼儿
园起就住校生活，放假了便由孩子的姥姥照
看，姥姥去世后，儿子经常自己照顾自己。
在一次儿子的家长会上，她看到儿子写的一
篇作文《最难忘的人》：“从小到大，妈妈工作

都太忙，陪伴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姥姥，现在姥
姥去世了，我感觉我的天都塌了，晚上闭上眼
睛，都是姥姥生前陪伴在我身边的样子……”
说到这，马雪娥控制不住地潸然泪下。

由于母亲陪伴少，儿子何瑞峰从小就养
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在儿子眼中，马雪娥
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她都
像陀螺一样旋转，从未停歇过。“从小到大，我
在写作业时，妈妈在工作，我在睡觉时，妈妈
还是在工作……”

“每年大年三十，妈妈总是提前把饺子
包好冷冻在冰箱里，然后去医院陪病人过
春节，我们一家人从来没一起吃过一顿团
圆饭。”何瑞峰说，有时候也会有埋怨，但想
到妈妈一个人的付出成就了多个家庭的团

圆，就为她感到自豪。
“你整天没日没夜地工作，这么拼命到

底图些啥？”亲人不解地问。
“我图的就是为职工实实在在办点事，

图的就是卫生院能有好的发展前景，图的
就是老百姓能享受到好的医疗服务！”马雪
娥坚定地说。

从医 30年来，马雪娥先后获得全省卫
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河南省优秀卫生
院院长、焦作市十佳优秀共产党员、焦作市
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职工、焦作市巾帼
建功标兵、焦作市抗击非典三八红旗手、焦
作市卫生健康系统深化医改先进工作者等
荣誉称号。因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省
委组织部对她进行了通报表扬。

在马雪娥的带领下，武陟县圪垱店乡卫
生院多项工作不断提升，各项指标增长均位居
全县乡镇卫生院第一，先后获得“全国群众最
满意卫生院”“全国优秀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等
荣誉称号，河南省、焦作市深化医改现场会曾在
该院召开，“圪垱店医改”模式在焦作市推广。

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张翠敏
说，马雪娥身上永远有使不完的劲，永远都
是精力饱满，她身上体现的带头表率、吃苦
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千千万万医护
工作者学习。

30年来，马雪娥坚守初心，始终如一，用
行动诠释医者大爱，用无私的爱护卫着群众
的健康，用无私的情书写着对党的忠诚，只因
情系担当使命，只因爱在执着坚守……

肯干，让马雪娥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卫
生院管理层。也是肯干，让她在乡镇卫生
院获得了医护人员的拥趸，为工作开展赢
得了空间。

“马院长特别能干，她来到卫生院这16
年，我们院的日收入由2004年的几百元发
展到现在的上万元，人均月工资也由几百
元提高到3500元，对我们员工来说这都是
实实在在的福利。”圪垱店乡卫生院副院长
程芬芬说。

2004年9月，马雪娥从武陟县詹店镇卫
生院调到武陟县圪垱店乡卫生院当院长。当
时的圪垱店乡卫生院破烂不堪，底子薄弱，医
疗收入位居全县倒数第一。马雪娥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上任第一天就召开院委会和
职工座谈会，为卫生院定下发展目标。

“谈起发展，谈何容易，卫生院那时一
天收入不过几百元。”陈芬芬回忆往事仍记
忆犹新，“记得马院长上任第一天的晚上，

恰巧有个心脏病病人要就诊，马院长立即
让 120出车，可司机已辞职不干了，急救车
也出现故障推都推不走，那是我第一次见
到马院长流泪！”

“干，就要干出样子来！破，就要从群
众的健康需求入手！”马雪娥反复思考着，

“改善环境，更新设备，强化服务，重树形象
是卫生院发展的唯一抓手！”

当时卫生院的厕所气味扑鼻，马雪娥
不怕脏直接拿钢刷和铲子清理起来，经过2
个多小时的清理，终于发现便池是白色
的。为了减少开支，马雪娥带领职工清理
医院内垃圾，亲自提上粪桶，一桶桶倒入医
院自种菜地进行施肥。“这样一来，肥料钱
和拉粪钱都省了，一举两得。”马雪娥笑着
说，就这样，全院职工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
来，都纷纷加入清理垃圾的队伍。

面对业务收入低、医疗设备落后、工资
发不下、外债30多万元的卫生院，马雪娥紧

急召开班子会讨论节省资金、降低班子成员
工资、提高职工工资等措施，她的月工资也由
在詹店镇卫生院时的1500元降到400元。

到任仅两个月的马雪娥，综合考量后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卫生院整体搬
迁。她一次次到省、市跑项目，吃了多少
苦、碰了多少次壁，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凭
着坚持和执着，她争取到了 60万元乡镇卫
生院建设资金。为了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
难题，马雪娥率先把家里准备买房子的 4
万元钱拿了出来，全院职工很快就筹资
150万元。2005年 4月新址开始动工，她
带领职工借来脚蹬三轮、机动三轮等车辆
拉土填坑，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一幢2000
平方米的综合楼就竣工了，并于2005年农
历腊月二十八顺利搬迁。

几个月的奔波和劳累，马雪娥彻底病
倒了。刚搬完“家”的当天晚上，马雪娥便
出现了头晕、恶心症状，她躺在床上输液

时，还电话咨询每个科室的情况。为了让
护士早点回去休息，她就独自一人在医院
输液，谁知竟然睡着了，连针头蹭掉了都不
知道，护士不放心来看时，地上一大摊的
血，着实吓了一跳。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马
雪娥后怕地说：“幸亏当时被护士发现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不断满足老百姓的看病需求，
2014年，马雪娥和“战友”们再次筹措资金
500多万元新建了病房楼，率先在全县乡
镇卫生院安装了电梯、冷暖空调、集中供
氧、呼叫系统等，一座设计一流、环境优雅
的病房楼投入使用，该院成为当地的明星
乡镇卫生院。

“马院长作为卫生院的领头人，在工作
和生活中能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医
院的各项工作，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是我
们大家学习的榜样。”武陟县圪垱店乡卫生
院党支部书记王会战说。

争先，让马雪娥探索出了在全省推广
的“大健康+小加工”的医养模式。也是争
先，她率先在焦作市启动“3+3”“一站式结
算”医疗救助服务模式，打通了健康扶贫

“最后一公里”。
“医养中心的条件比家里强多了，工作

人员照顾也很周到，我们今年都是在这里过
年的，马院长还亲自为我们包饺子，陪我们
过除夕，真是让我们感受了到家的温暖。”武
陟县圪垱店乡医养中心员工张世贵说，他在
这里当护工，不仅能照顾家人，每个月还有
2000元的工资收入，真是想不到。

原来，71岁的张世贵老人的老伴是一
名脑血管病后遗症患者，在该医养中心建
成之初便入住。为增加家庭收入，马雪娥

安排他在医养中心当护工，解决了他的后
顾之忧。

2018年，武陟县圪垱店乡卫生院成为焦
作市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疾人集中医养工
作试点单位。马雪娥认真研究政策，大胆探
索实践，仅用 20多天时间就启用了医养中
心，安置了 16名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如今，该卫生院医养中心探索的“大健
康+小加工”医养模式在全省得到推广。

笔者看到，在医养中心便民服务站内，
60多岁的吴焕祥正在给周边的群众配钥
匙，原来这是专门为有“手艺”的患者提供
的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他们在这里“做生
意”，不仅可以赚钱补贴家用，还能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目前，该便民服务站已经

有十余人入驻。
有手艺的人靠手艺吃饭，那么，没有手

艺的人咋办？马雪娥创新思路，多方联系，
最终与当地一家塑料加工厂达成合作，将
小加工车间搬进医养中心，每做一个水管
管卡，就会有几分钱收入。目前，医养中心
有 13人参与了做管卡的工作，比较用心的
赵小四一天就可以挣十七八元。

笔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打通健康扶贫
“最后一公里”，2016年以来，马雪娥从解
决因病致贫家庭关注的问题入手，亲自带
领 10 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对辖区
498 户贫困家庭挨家挨户入户调查，帮助
他们办理相关手续，为 160 户 172 人提供
一人一定制的健康服务，并和县级医院分

级管理，病情重的由县级团队管理，病情轻
的由乡级团队管理，最大限度减轻了贫困
户的医疗支出。

2017年以来，在规范合理使用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基金的情况下，圪垱店乡卫生
院探索实行“先住院后付费”服务模式，对
参保对象住院“免收押金、免压证件、免提
供担保、免签订任何协议”，解除了老百姓
未住院先筹钱之苦，受到参保农民的一致
好评。率先在焦作市启动“3+3”“一站式结
算”医疗救助服务模式，贫困患者出院时所
应享受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
病补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和医疗托底救
助五项补偿手续在卫生院可以一次性办
结，最大限度地方便了患者。

大爱，让马雪娥对员工“提要求”“计深
远”，关怀备至。也是大爱，使她成为贫困
户和患者眼中的“亲闺女”，受到拥护尊敬。

“马院长不仅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
师益友，平时工作当中，对病人服务态度
好，对我们医护人员关心备至，业务上对我
们要求也很高，像家人一样爱护我们。”程
芬芬说。

马雪娥作为卫生院的带头人，在做好

临床工作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内涵建设，经
常邀请知名专家到该院坐诊带教，与省、市
级医疗机构结“亲”联“姻”，壮大技术力量，
选送优秀人才外出进修学习，用优厚待遇
吸纳高学历人才……由于班子团结有力，
各项工作全面出彩，该院工作人员由 30个
人增加到 60人，先后输送出 6名乡镇卫生
院院长（书记），培养出了 3名副院长，被业
界称为“镀金的基地”“干部的摇篮”。

身在基层卫生院多年的马雪娥深知，
疾病是造成一个家庭返贫的重要原因，她
用无私奉献的精神赢得了一个个老百姓的
拥护和尊敬。

81岁的付德本是武陟县圪垱店乡冯村
的一名贫困户，由于老伴身体不好，经常生
病住院，马雪娥将其列入重点关注对象，隔
三差五都要到家中坐坐，看看有没有什么
困难需要帮忙的。

“马院长对我们老两口来说像亲闺女
一样，有啥事都找她。”付德本告诉笔者，
每次老伴住院，马院长都是跑前跑后、细
心安排，看病、住院一条龙服务，他完全不
用操心。

得知马院长提拔到武陟县计生协会办
公室副主任了，付大爷除了高兴之外，更多
的是不舍，“你走了，可不要把我忘了，我有
啥事还得找你啊。”

【争一流】善探索敢创新，坚持患者至上

【释大爱】用真心动真情，赢得民心一片

【写忠诚】担使命守初心，诠释医者大爱

【带头干】从“垫底”到“领先”，全凭实干苦干

疫情防控期间，武陟县委主要领导到圪垱店乡医养中心调研。圪垱店乡卫生院
是焦作市医养工作试点单位，马雪娥认真研究政策，大胆探索实践，仅用20多天时间
就建成启用了医养中心

疫情防控期间，马雪娥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图为
武陟县政府主要领导到马雪娥负责的卡点检查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