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之氧 让百年老院更有温度
——郑州人民医院在公立医院改革中全面重塑、浴火重生新面孔（下篇）

郑 州 人 民
医院院长郝义
彬在慈善活动
中和郑州儿童
福利院的孩子
们在一起

□闻有成 宋连英 陈慧

冬天，意味着寒冷和冰雪。
寒冬至深，春来在望。在郑州人民医院，

处处都能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爱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一岁多的儿童窒息昏迷，护士张曼抱起孩
子一边飞奔一边抢救。

独居老人电话突然打不通，急救人员展开
“地毯式搜索”挨家挨户寻找，最终找到老人，
挽回生命。

感动于医生的耐心和呵护，病人家属费尽心
思制作了“竹简感谢信”，表达自己由衷的感激。

游玩途中、下班路上，看到患者情况危急，
毫不迟疑立刻上前施救……

这些都是发生在郑州人民医院的寻常故
事，但其中蕴含的温暖和爱，感动了无数人。
特别是去年的“感动中原”年度人物群体，医院
被媒体频频聚焦。《如果不是监控拍下，你永远
不知道他们有多拼！》《竹简感谢信，温暖无数
人》《可爱天使，生死关头幸好有你》《七件网红
事，温暖一座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
电视台等中央主流媒体，以及新浪、腾讯等互
联网门户平台对他们的事迹广泛报道转发，在
社会上掀起一次又一次温暖、感动的浪潮，媒
体称之为“郑医现象”，这些郑医好人也被网友
封为“网红”。

这座建院105年的百年老院，在新时代变
得越来越有温度。

那些让病人重生的医生，那些
令医生难忘的病人，医生的动力来
自病人，而病人以生命相托，医生
一定要不离不弃，不懈的人文关怀
是医生无可替代的人生价值

36岁的蒋欣是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
心的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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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欣深知器官移植对每个患者、每个家庭
来说，很多时候都是破釜沉舟的最后一步，对
生的期盼，长久的等待，让他们对医生手术寄
予了太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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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天堂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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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欣成为了一名器官捐
献协调员。

那年12月的一天，一位老人的儿子在郑州
车祸重伤，送到郑州人民医院时，已经没有了救
活的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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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你是让我儿子死无全尸吗？
给我出去。”在西平县一个农户家，患者的父亲
对蒋欣大声呵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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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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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郑州人民医院，像蒋欣这样的器官移植
医生还有十几位，他们不仅用高超的医术守护
生命，而且努力让无可避免逝去的生命以另一
种方式延续。他们这样做，不为名不为利，只
为了沉甸甸的两个字“生命”。无论是涓涓细
流的漫长坚守，还是惊天动地的辉煌瞬间，他
们身上所蕴含的令人震撼的力量，回应着这个
时代的精神渴求和信念坚守。

消化内科主任马英杰，被病人称为“开小
处方的大专家”。他经常说：“病人不是机器，
他们有自己的心理需求，看病，不是给病人简
单开了药就完事儿。既然身穿白衣，就要对生
命负责，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不仅要有技术，
更要有爱心。”

“不少医院大夫，查房时常常漫不经心地
简单问几句，而马英杰主任查房的时候，总是
主动伸出手，握着患者的手问候几句，然后注
视着病人，耐心地倾听病人的叙述。他用简单
不过的肢体语言向病人传递真诚、平等、关心、
尊重和希望。”来自惠济区的患者王先生说。

找马英杰看过病的患者都知道，马英杰查
房有自己的标志性动作：弯着腰、拉着病人的
手、直视病人的双眼，慢声慢语地询问病人的
感受。这虽是很小的一个细节，但却折射出他
对患者的人性关怀，温暖着患者的心灵。

在马英杰开出的处方中，几乎看不到大处
方和长处方。他开的处方都是简简单单的一
样药或两样药，还都是便宜药，但大部分病人
都能有不错的疗效。

医乃仁术，世间大爱。爱心是治疗世界上
所有疾病的一剂良药。马英杰给患者开出的
处方，不一定是贵的，也不都是最便宜的，但都
是最简单的、最适合患者病情的。在可选择的
范围内，他总是尽量从患者的角度综合考虑，
因病开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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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冰冰
的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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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杰说。

在这些“暖医”身上，蕴含着无穷的感召
力。当每一位医生都能心无旁骛地看病、不必
考虑经济指标时，当每一个白大褂都干干净净、
不再受到商业利益熏染时，医患信任必将归来。

金身“罗汉”多，草扎泥糊的
少。郑医的“网红群”，没有水分，
不掺假，在生命危难的时刻展现英
雄本色。慈善薪火传承，日益成为
郑医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有没有大夫，快救命啊！”
2016年 3月 28日，一位老人突然身体斜

倒在公交车上，口吐白沫，失去意识。一名白
衣女子迅速上前，先把老人的头偏向一方，怕
老先生咬着舌头，就把手伸进老人嘴里。随
后，又掐人中、合谷穴，大概2分钟后，老先生恢
复了意识。车厢里顿时响起了掌声。白衣女
子救助老人的视频在网络上被疯传。

救人不留名的白衣女子，被网友全城搜
索。原来，她是郑州人民医院肺结节诊治中心
护士马丹。老人的老伴说，“当时那个情况，要
不是她，我老伴不知道会咋样。”

网友们对马丹这样的正能量纷纷点赞。
救人的情景被乘客发到朋友圈后被誉为“最美
瞬间”，马丹被称为“最美护士”。

“遇到他人突发疾病，作为医务人员施以
援手义不容辞，更是本能反应，我们没有太多
时间去权衡得与失，救死扶伤就是我们的天
职。”马丹说。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让点点滴滴的善举，
温暖人心，感动中原。器官移植中心的护士张
鑫娜向笔者还原了网络上曾经疯传的关于她
的一个故事。

那年7月14日，她走到郑州西三环高架旁
时，突然听到“嘭”的一声，一位中年妇女从高
架上摔了下来，一动也不动。张鑫娜一边拨打
急救电话，一边检查她身上有没有外伤。

呻吟声渐渐微弱，张鑫娜把伞丢在一旁，
跪在地上开始给她进行胸外按压，做人工呼
吸……直到救护车来了，看着她监护、吸氧等
设备都快速用上，呼吸心跳都恢复了，张鑫娜
这才打起雨伞，拍拍膝盖上的泥水走了。

马丹、张鑫娜、李笑展、赵刘凯、马琳娜、安
华、李雪……他们在公交车上，在马路边，在约
会途中，在游玩路上，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勇
敢施救，他们的善举，让一个个游走在死亡边
缘的人脱离了危险。

2016年 3月到 10月，郑州人民医院先后
涌现了8位“网红”，典型人物、感人事迹如此密
集地频繁出现，让社会各界感动的同时，也惊
叹于医院的“正能量”爆棚，被称为“郑医现
象”。2017年2月，以8位“网红”为代表的郑州
人民医院医护群体当选“感动中原”十大年度

人物，受到隆重的表彰。还荣获河南省“医务
最美瞬间”团体奖，荣膺河南省“我为正能量代
言”年度人物。

“郑州人民医院生长出的这一社会文化现
象，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受到了人类
学家、社会学家、民风专家、党建工作者等多方
面的关注。

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批示:这些普通人的
感人事迹要大力宣传，凝聚正能量。

“一点小的善举，能够温暖人心，能够救
人性命，能够感动中原。我们所有的荣誉，都
是职业赋予的，唯有更加努力，更加付出，才能
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这是郑州人民医
院“网红群”共同的心声。

“张鑫娜获阿里巴巴 5000元正能量大奖
啦！”拿到奖励的 5000元钱，张鑫娜有点不知
所措。她想到医院成立的专为救助贫困患者
的“郑医·生命之光”慈善救助基金，第一时间
把这笔钱捐了出去。“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帮
助到更多的患者，才是我最愿意看到的。”

慈善薪火传承，日益成为郑医人的工作和
生活方式。

今年 1月 16日，由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
郑州市民政局、郑州慈善总会等单位主办的第
四届“郑州慈善大奖”举行颁奖典礼，郑州人民
医院从630多家单位、个人中脱颖而出，荣获两
项大奖——医院院长郝义彬荣获“最具爱心楷
模”奖，“郑医好人 善行中原”志愿者队荣获

“最具公信力社会公益组织”奖。
在医院多年的发展中，公益担当是贯穿始

终的主题。作为有着十几年院长履历的郝义
彬热衷公益事业，并将慈善工作和慈善理念融
入其医院管理和医院文化中。在他的引领下，
郑州人民医院与郑州市慈善总会联合，成立了

“郑医·生命之光”慈善救助基金，截至目前，向
“郑医·生命之光”基金共注入360余万元，受益
患者高达9484人次。

医院作为“善行绿城”之“心晴朗”——中
青年心脏病救助项目全市唯一的实施医疗机
构，为罹患心脏病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此
外，关爱女性、癌症救助等一系列慈善项目救
助的实施，向困难群体施以援手；作为“明天计
划”定点医院，对先心患儿进行免费救助；医院
还成为“郑州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定点医疗机
构”，启动了河南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项目，给予特殊人群以紧急援助。

此外，医院开展了百年郑医百名专家巡
诊、“郑医好人 善行中原”志愿服务队、全省儿
童福利院义诊、急诊急救知识技能培训等一系
列公益活动。这些善举和慈善项目为贫困患
者带来真正的福祉，缓解了患者的燃眉之急，
彰显了大医情怀。

在院内，医院也建立了职工“扶危济困基
金”，帮助困难职工及家庭渡过困境。这种慈
善、互助、奉献的精神，已经成为职工的自觉。

时光穿梭流淌。无论时代怎
样变迁，补精神之钙，壮信念之骨，
“施医舍药”、济世救民的悠久传
统，大医精诚的血脉，在百年医院
的前生今世，一代又一代默默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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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往照亮
未来。

郑州人民医院 1912年 2月建院。从医院
创始人、意大利传教士贾师谊开始，仁慈博爱
的精神就在医院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那时，
医院只有一医一护，条件也非常简陋，但医院
始终坚持对贫困百姓免费施医送药，被附近
的老百姓称为“施药医院”。在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的硝烟中，医院张开温暖的羽翼，为流
离失所的妇孺老幼免费提供吃住，对伤病的

人员进行救治。
从播撒仁爱的创始人贾师谊到历次变迁

中默默坚守的郑医人，从与死神博弈、为患者
打开生命之门的好医生、好护士，他们始终传
承、发展着医院历程中的仁爱基因。无论是战
乱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他们始终坚守着为医
为护者的本质和使命，用朴素的坚持，诠释着
医学的仁爱、平等、敬畏、操守，坚守着人道主
义精神。

世事变迁，写在血脉里的博爱、仁慈精神
始终不变，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郑医人，滔
滔大江东去，大医精诚在血脉中传承。

“大夫，大夫，你快快看看我的孩子咋了。”
去年9月 11日上午，一位大爷抱着一名1

岁多的小孙女跑进郑州人民医院门诊大厅。
小女孩浑身瘫软，面色发紫，没有了意识。郑
州人民医院普通内科护士张曼正在门诊值班，
她立即接过孩子，往儿科诊室飞奔。儿科医生
迅速从孩子的咽喉部取出了一小块塑料片，但
孩子面色依然没有缓解，怀疑气管深处还有异
物。张曼又抱着孩子冲出儿科门诊，奔向门诊
六楼的耳鼻喉科。经过耳鼻喉科主任高明等
人的紧急抢救，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哭出声来。

网友评论说，护士抱着孩子一路狂奔，医
生拼尽全力救治，如果不是监控拍下，你永远
不知道他们为了生命，有多拼！

去年4月29日，正值五一小长假，郑州人民
医院内分泌科田勇大夫听到有人喊：“有没有大
夫啊，有位老太太晕倒了！”田勇赶紧跑过去，拨
开人群，只见一位60多岁的老人躺在地上，手捂
胸口，面色苍白，老人身边的女儿手足无措。

田勇上前询问情况、进行急救，从老人包
里找出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几粒喂到老人口
中，很快老人的症状得到了缓解。看到老人状
态好了很多，田勇起身默默离开了。

一名 10岁的孩子晕倒在马路旁，面色青
紫，已经没有了呼吸。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
护士邵青青一家途经这里，邵青青把怀中一
岁多的孩子推给爱人，按压“人中穴”，并用双
手把孩子嘴巴里的呕吐物一点点地抠出。渐
渐地，孩子恢复了神志。孩子的父母带着孩
子和锦旗来到郑州人民医院不停地表达着感
激之情。

问及这些正能量事件背后的原因，副院长
张思森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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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急诊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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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目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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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郑州人民医院院
长郝义彬对“郑医现象”进行了剖析。他对笔
者说，救人，是医者的本能。他们都是医院最
普通的医护和行政人员，他们的行为被媒体广
泛宣传和报道，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需要弘扬这些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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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每一个医疗行业的人路过或看
到，都会产生同样的举动。”郝义彬说。

在谈到“郑医现象”产生的社会意义时，郝
义彬先从社会层面分析说。医院的“网红群”
体现了敬业和诚信精神，他们在抢救过程中把
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和诚信摆在第一位，用自己
的行动践行了核心价值观。

医院网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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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从医院层面说，如果说以全国医德标兵刘
恒亮、河南省最美护士李伟丽为代表的群体，
体现了上一代“郑医人”的精神，那么，“感动中
原”获奖群体则代表了医院的年轻一代，医院

的传统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一百多年前“施

医舍药”的优良传统，到后来的“厚德博学、至
臻致远”，再到如今的“严实勤和、仁爱敬廉、荣
责自远、知行合一”，对生命的捍卫，对良知的
坚守，根植于郑医人的血脉之中。

郑州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黄娟说，当社会信
任危机的阵痛尚存，当人们纠结于跌倒老人扶
不扶，当我们感叹于医患关系越来越脆弱和紧
张，医院的“网红群”用行动给出了有力的回答。

有媒体评论说，“郑医现象”的形成有偶然
也有必然，“网红群”诠释了医者的担当、勇气
和责任，无论是院内还是在院外，都能挺身而
出，表现出优秀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技能，这也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人总是需要一些精神慰藉和
理想指引。深掘传统底蕴，着眼于
雕琢内核、滋养心灵，将伟大渗透
在身体力行中，渗透在平凡的岗位
坚守中

“两卷竹简信，染着千年古韵,一简一牍无
不抒写着医者仁心……”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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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女士的儿子去年在郑州人民医院做了
阑尾炎手术，医生、护士的精心和细致，让赵女
士深感欣慰。谁料，随后不久，她爱人又因颅
内动脉血管瘤，住进郑州人民医院。

儿子和老公先后住院，让赵女士心力交
瘁。但在整个治病过程中，普外二病区、介入血
管科、神经内科等的医生护士给予了热心、耐心
又专业的治疗和照顾，给赵女士留下了深刻印
象，她想送一封感谢信表达自己的感激。

在赵女士看来，常规的送锦旗不足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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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终制作出了两封精美
的感谢信。

赵女士说：“我儿子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
说他这次住院，学到了一个词，那就是‘医者仁
心’，儿子平时不太爱说话，但真是知道了感
恩。”

医者仁心，是对生命的永不放弃。前不
久，郑州人民医院急救人员上演了一场“地毯
式搜救”。一位82岁独居老人突感呼吸困难、
紧急求助，郑州人民医院急诊急救中心接到派
单后立刻行动，第一时间前往救援，但到达小
区后，老人的电话突然打不通了。

时间就是生命，情况紧急，于是他们展开
了“地毯式”排查，一栋栋楼一个个门挨个敲，
并不时拨打患者的电话，听是不是有铃声响
起。

按这种方式，他们边搜寻边给患者打电
话，当隔着门听到手机铃声时，就反复拨打了
几次最终确认了患者位置。随后他们向110和
119求助，在警察和消防部门的帮助打开房门，
老人最终脱离了危险。

“与时间赛跑，他仗剑执戟。时刻斗志昂
扬，和死神对抗。他竭心尽力，从不轻言放
弃。传播急救知识，努力减少伤亡。他用男人
的肩膀，撑起博爱的天堂。”这是2017年度“河
南最美护士”组委会授予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
刘亚杰的颁奖词。

过去的十年间，刘亚杰一边坚守在急诊急
救一线，一边坚持为群众进行免费急救培训。
在社区、机关、学校、商场、部队，他培训过数百
次，受益者达万人，足迹遍布郑州市区乃至洛
阳、安阳等地市。

在他的影响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一股急救
知识学习的热潮，他为无数家庭传递急救知识
的同时，也挽救了很多命悬一线的患者。

去年5月，医院出品的微电影《暖医》在全
国健康教育微电影评比中，斩获最佳微电影
奖。这部微电影以发生在医院的真人真事改
编而成，讲述了一位身患“先天性肛门闭锁”的
女孩在郑医救治的故事，体现了医生与患者之
间的仁爱、温暖。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医院人文追求的一个
缩影。郑州人民医院的目标是打造一所有温
度的医院。有温度的医院，是由一群有温度的
人组成的。践行“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践行

“严实勤和、仁爱敬廉、荣责自远、知行合一”的
医院核心价值观，践行“人道主义、杰出服务、
健康大众、奉献社会”的医院使命，医院才会更
有温度。

正如郝义彬院长所阐述的那样，医者要有
仁爱之心、博爱精神；医学的本质是敬畏生命，
要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从医从护者要坚持自
己的初心和誓言，坚守信仰、不忘初心。也正
如医院创始人贾师谊先生所做的那样，施医送
药、仁慈爱民，不分国籍、不论贫富，把善意和
关怀送给每一个生命。

笔者结束郑州人民医院访问调研，透过发
生在医院的这些故事，我们看到，春风轻拂，道
德滋长，这里涌现出的不仅是一个“网红群”，
更是新时代最需要的精神氧气！正成就一道
美丽的社会文化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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