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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救治效率，打通生命绿色通道
东昌府区心血管病诊疗中心成立

9月12日，由聊城市东昌医疗保健
集团发起，全区15家乡镇卫生院、社区
服务中心共同参与的聊城市东昌府区
心血管病诊疗中心正式成立。东昌府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继光、东昌府
区卫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斌、东昌府
区卫计局副局长刘子平等领导及东昌
医疗保健集团领导班子、15家乡镇卫
生院院长参加启动仪式。这是聊城市
成立的首个医学专科联盟，也标志着
东昌府区医联体建设正式落地。东昌
医疗保健集团党委书记、总院长郭敬
春主持启动仪式。

东昌府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继
光在启动仪式上致辞，他指出，全区心
血管病诊疗中心的成立将推动全区心
血管病临床和基础研究的发展，对于
全面提高全区心血管病诊疗水平、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刘主任还强调了推进全区医联体建设
的重要性，要求各区直医院与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要采取
技术帮扶、人才培养、巡回医疗、双向
转诊、分级诊疗等方式，推进全区医联
体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更好的服务全
区百姓。

东昌府区卫计局局长王斌在启动
仪式上讲话，王局长首先肯定了东昌
医疗保健集团在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
绩，并要求依托心血管联盟建设，全区
范围内形成专科共建机制，落实功能
定位，形成专科分级诊疗体系，促进全
区卫生事业的全面提升以及卫生改革
目标的全面实现，为全区群众身心健
康提供坚实保障。

郭敬春院长表示，东昌府区心血
管病诊疗中心成立后，东昌医疗保健
集团将积极做好“建平台、投设备、做
培训、建网络、开通道、保民生”六大工

程，优化整合医疗资源，使全区所有心
血管疾病患者都可以得到最科学、最
合理的治疗。

心血管专科联盟成立后，东昌医
疗保健集团将免费为联盟内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先进的心
电图设备，并提供远程会诊及诊断，帮
助各乡镇卫生院提高心血管病诊疗水
平。通过联盟打造，建设区域心血管病
及心电数据库，为心电检查提供注册、
存储、访问服务，开通全区心血管病救
治绿色通道，提高心血管病患者救治
效率。

我为谁工作
(刘晓)

在2017年的春节之际，我接到了
去北京参加培训的通知。很感恩我能
有这次进步学习的机会！在来到北京
学习的第二天，老师让我写一篇宣讲
文章--《我为谁工作》。看到这个题目，
我的心为之一颤。这是我一直在思索，
却一直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那么，我
到底为谁工作为谁忙？

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季，我跟随
父亲来顾客家维修冰箱。这是一台无
氟冰箱，原理是它采用特殊的中温中
压制冷剂来达到制冷效果，但是它却
有一个特别的注意事项，就是这种制
冷剂遇到明火会发生爆炸。当父亲专
心在焊接管道时，却忽略了这个注意
事项。电焊中的火苗随着制冷气体的
喷发，烧焦了父亲的头发，灼伤了父亲
的脸颊。那一刻，我呆住了，连忙扶起
父亲后，心疼的泪水已打湿我整个脸
庞。父亲作为一名家电维修工人，每天
服务在千家万户，不管是烈日下修理
空调的高空作业，还是深夜里研究电
视的线路问题，我全看在眼里!而母亲
作为父亲的助手，不管是酷暑夏日还
是寒冬腊月，每天她都奔波在大街小
巷，负责着采购零部件，运送家电的服
务。记得在一个下着朦朦细雨的夜晚，
母亲要骑着三轮车给顾客送运已修好
的电视时，我说：妈妈，天晚了，外面下
着雨，顾客又不着急要，我们改天再送
吧！可是母亲却说，“电视修好了就要
第一时间给人家送去，因为家里的老
人和孩子都在等着看电视呢，下雨咱
就把电视盖好，只要不进水就行！”母
亲在运送的路上，一直叮嘱我看着电
视，别让雨水落入电视，别被颠簸的路
途弄坏电视...走到顾客楼下时，我说，

“妈妈等会，我去楼上找人帮忙”，妈妈
当时制止了我说，“这是我们做服务行
业应该做的，不要麻烦别人，做事要善
始善终！”然后，她抱着大电视一口气
步行送到了五楼，然后我问她，“妈妈，
沉不沉？”她却笑着说，“不沉，习惯
了！”母亲刚毅的性格和坚强的行为，
让我全记在心里！他们为了能够让我
受到良好的教育，选择从县城来到城
市打拼，而他们为了更好的扎根城市，
一直拼搏着。起初，他们只手拎工具走
街访铺的维修，没有落脚之处，慢慢的
凭借租来的商铺打点业务，随着我不
断地长大，父母决定在这所城市拥有
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直到现在，他们还
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我深知父母这
样的艰辛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
而如今，我能做的是通过 自己的勤
奋努力，帮他们早日实现住上大房子
的理想！

随着我学业生涯的结束，职业生
涯的开始。在毕业那年，我没有找到工
作。而我深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打铁还需自身硬！丢掉消沉的情绪，拿
起专业书，一遍一遍的翻看，不懂得
记，不会的问...终于机会是留给有准
备的人，在2013年东昌府人民医院招
聘的专业理论考试中，我交上了一份
满意的答卷！在接到被录用电话的时
候，我激动的跳了起来，我有工作了！
对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我加倍珍惜。
走向平凡的岗位时，我用满意的服务
收获了温暖的笑脸。记得有次在门诊

大厅做引导服务时，来了一位肩背老
人的中年妇女，当时我迅速推起轮椅
向前接治问诊时,发现老人已多日没
有进食，推送至消化内科，王兵主任看
了说，“老人已经因各器官老化衰竭，
没有呼吸了。”我连忙拉起家属的手安
抚着劝慰着，然后妇女竟然把我当家
人一样抱着痛哭起来，我知道那时我
是她唯一的精神依赖，心里感动不已！
还记得有次在做门诊满意度调查时，
遇到了一个难办的问题，需要工会老
师的协调，当时曹金华主任了解完事
情，迅速用她的方法和思路帮我解决
了问题。然后，在我充满感激的时候，
没想到，在半夜一点多，我又收到了一
条曹主任给我发来的信息，长长的话
语里写满了真诚的教诲和鼓励，让我
内心再次深深地感动了 !她告诉我：

“想事情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要
学会用感情去处理困难的问题...”这
些话语都深刻的记在我的心里，因为
这样的良师益友值得我去尊重和珍
惜！区人民医院带给给了我太多的收
获与感动，我知道，我一定要通过风风
雨雨的努力工作，才可以回报医院对
我的知遇之缘，为它的发展尽一份微
薄之力！

在2015年的深秋季节，我迎来了
一个上天恩赐的礼物，女儿的降生让
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慢慢的，她会爬
了，会喊妈妈了，也会走了...而我作为
一名母亲，一直考虑着怎样尽好哺育
之责！看着女儿每次在模仿学习的时
候，我明白，父母是孩子的榜样，注重
子女教育是一大要事。一次在女儿吃
饭的时候，我发现她拿着饭菜会往嘴
里放，然后，我给她拿来单独的勺子和
碗盘，让她学着自己吃饭，虽然会弄得
满身油腻，但是我需要做的是给她营
造学习的氛围。看着女儿每天的进步
与成长，我倍感高兴！我认为，在不同
的年龄阶段就要学会做不同的事情。
随着她年龄的增长，需求的提高，我为
了孩子能够拥有越来越好的生活学习
环境，也要努力的工作，尽好一个做母
亲的职责！

当孩子大了，父母老了，我还能做
什么？以前的我，总认为时光还早，年
轻就是资本！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
记得在上高中那年，母亲知道了因特
长成绩可以给高考加分时，她把我送
去一所专业的封闭式学校学习，那时
的衣食住行都靠父母给予的生活费
来打点，为了能够节省开支，我想到
运用课余时间，回收同学们的废旧纸
张，饮料水瓶，然后分类整理好放在
宿舍里自己的床底下，在假期临走前
我会拿着卖掉这些废品的金钱买上
一张回家的车票！我体会到了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收获的内心喜悦！我明
白，现在的辛勤付出是为了能够实现
自己小小的愿望！

冰心老先生曾讲：爱在左，同情在
右，走在生命的两旁，一路撒种，一路
开花，让穿杖扶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
觉得辛苦！我为能够孝敬父母的养育
之恩，回报医院的知遇之缘，尽好孩子
的哺育之责，享受自己的内心之愿，在
努力奋斗着，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自
己而工作！

我为谁工作
(谢鑫楷)

学语、爬步、上学、工作……，弱冠
之年，我会觉得这一切都顺理成章，也
许那时有人问我“你为谁工作”，我想我
会想起周总理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
书的豪情壮志，毫不犹豫的回答他，我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工作，涓埃
之力，不切实际。随着时光的流逝，年龄
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已从懵懂的少
年成为一个应当肩负起自身责任的青
年，现在讲起“我为谁工作”，我想我会
回答，为了我肩上背负的这一切。

剩到最后的鸡腿
小时候，家里条件很一般，不是那

么容易就能吃上大鱼大肉的，每当碗
里有肉或者鸡腿时，我会很焦急的对
爸妈说：“爸妈，你们赶紧吃呀！”可爸
妈会对我说，“我们不爱吃肉，骨头才
香”，那时的我傻傻地不以为然，觉得
妈爸真的不爱吃肉，就喜欢啃骨头。
后来我懂事了，才知道天下的父母都
是不爱吃肉的“骗子”，所以我也学会
说：“嗯，骨头是好吃！”从那以后，在
我们家，每次炖上一只鸡，剩到最后的
一定是那两块鸡腿，到现在，也依然是
这样。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
是个小干部，母亲在一家企业上班，我
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从小受到父母
的百般呵护。我的父亲喜欢跟我讲他
小时候的故事，父亲小的时候，家里特
别穷，需要穿着漏脚跟儿布鞋去割草，
需要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父
亲说，他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要考
上学，一定要离开农村，他做到了。我
的母亲也喜欢讲故事，她说：“你爸当
年娶我的时候，就是骑了一辆破自行
车到你姥爷家就把我接走了，那时候
所有家当只有不到三十块钱，今天咱
家能这个样子，做梦都不敢想。”这两
个故事从我牙牙学语讲到我大学毕
业，再讲到我结婚生子，怕是还要讲给
我的孩子。是的，我的父母小的时候穷
怕了，即便现在不愁吃穿，却依然在紧
衣缩食的过日子，家里做点好吃的，他
们依然想着留给他们的儿子。我很幸
运能成为他们的儿子，我在他们的羽
翼下成长，他们给我衣食住行，教我为
人处世。前段时间，我的父亲因为多发
胃息肉住院做了小手术，虽然只是个
门诊微创手术，但是当看到父亲术后
疼得坐不起身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
我那个无所不能的父亲也会有脆弱的
时候，父亲年纪大了，现在我应当从他
们的手中接过家庭责任的接力棒，为
了父母将来生活的安康，我也该努力
工作，扛起这个家。

草稿纸上的批注
我亲身经历了聊大院区建设，亲

眼见证了东昌医疗的成立，也期待着
搬进新院那喜庆时刻的到来，很庆幸
自己属于这里，属于一个即将迈开步
伐阔步前行的大家庭。2012年那个滚
烫的七月，我正式成为了东昌府人民
医院的一员，并被安排到聊大院区工
作，我见到了我们的田光建部长，那
时，他还是我们综合办的主任，是我的
直属领导，也是一个大我十岁和蔼而
又严厉的大哥哥，除了综合办日常工
作外，田部长将聊大院区的宣传工作
安排给了我，虽说是新闻学专业毕业，

但是对医疗知识的匮乏还是让我的工
作进行的颇为吃力，每次我写的稿件，
田部长都会审查再三，我的初稿上密
密麻麻的全是修改符号和添加的话
语，起初很有挫败感，但是每次修改之
后，田部长都会把修改思路和注意事
项讲给我听，几年时间，我的写作水
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其他的工作
中，田部长也给予了我很多的指导和
帮助，我的成长和进步与有这样一位
好领导的带领是分不开的。当然，许
多的领导指导过我，教会了我许多，
帮助了我许多，在他们身上，我看不
到领导的架子，更多的是兄长般的关
怀与鞭策。正是有了医院，我才有了
生存的物质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我的人生阅历才得以丰富，我的能力
和才华才有得以施展的机会和空间。
集团正在发展，需要我们去贡献力量，
我愿为集团而工作，为自己争口气，更
要为这些指导和帮助过的我领导们长
个脸！

照进现实的梦想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会被老师

提问：“你长大想成为什么呀？”那时的
回答已变得模糊，但我肯定没有成为
当初所想的那个样子。人是要有梦想，
有追求的。前几天走在街上，和我的一
个朋友很认真的说，以后要换辆七座
的车，拉着父母老婆孩子去旅游！想
来，这也算是个自己的小心愿吧。我想
自己工作的能力不断提升，我想工作
的内容可以出彩，我想能够为医院的
发展做出实质的贡献。我也想在努力
的工作过程中，自己可以获得相应的
物质回报，提高家人的生活质量。要
想得到，必须先付出，心在哪里，收获
就在哪里。在工作中不断锻炼自己的
意志，开拓自己的才能，培养自己的
人格，训练自己的品性。为梦想工作，
为自己的前途工作，为未来的人生和
成长而工作，为了自己家人的幸福而
工作。

跨越半岛的结晶
人们常说，异地恋不会有好结果，

可是我们偏偏证明了距离可以产生
美。今年四月，我们的儿子呱呱坠地，
虽然他现在还不会叫爸爸，虽然我还
未完全适应父亲的角色，但是我能感
受到，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现在每
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晚上回到家，想方
设法的逗他笑，只是这样的时间太过
短暂，咿咿呀呀没多久，他就进入了梦
乡。我的母亲对我说，孩子的成长是不
可逆的，我知道母亲是在埋怨我陪孩
子的时间少，可是我必须努力的去工
作，去给我的儿子挣学费和奶粉钱，让
我的妻子和孩子能够过上更好的生
活，我想给他最好的教育，掌握更多的
才华，同时，我要像我的父亲一样，成
为我儿子的榜样，兢兢业业工作，勤勤
恳恳干事，踏踏实实做人。为了我的妻
子和孩子，我必须努力的工作。

我为谁工作？我确实是在为了自
己而工作，为了自己肩上扛着的责任
和义务而工作，父母的养育之恩，单位
的知遇之缘，自己的内心之愿，子女的
哺育之责，我将把这一切扛在肩头，时
时刻刻勉励自己，精益求精，做最出色
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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