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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晴）王秀金是雁
翅镇马套村一名从业42年的乡村
医生，42年来，无论村里哪家有人生
病来找他，他都会立即上门为村民
诊疗，“为人民群众服务，方便群众
就医”短短几个字，将这位乡村医生
的形象勾勒得淋漓尽致。

王秀金踏上这条学医之路实属
偶然，40多年前，一次在乡里办事
时，他看到乡村卫生院举办医疗知
识培训班的通知，由于对医生这个
职业的一种向往，他想都没想，毅然
决然地报名参加了培训。

在培训之前，虽然曾经翻阅过
一些浅学易懂的医学丛书，也了解
过一些医学的相关知识。但是像这
样正规的医学培训他从未涉及，所以
这次培训对于他来说确实难度不小。

他回忆说：“刚入学的第一天，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仁心’二字，当
看到这两个字时，我的心情便无法
平静了，瞬间点燃了我的激情，更坚
定我成为一名医生的决心。”

为了尽快掌握这些医学知识和
技能，王秀金当时一边工作，一边学
习。“我记得当时村里交通不便，而
且卫生院没有住宿，为了学习，我每
天都要从马套村走到大村，每天往
返16公里的路程。虽然很辛苦但
是我觉得很值得。”王秀金说。

求学的过程虽然艰辛，但是功
夫不负有心人。在1981年村医统
一考试中，他顺利取得了乡村医生
证书，担起了马套村乡村医生，这一
光荣而艰巨的重任。

马套村位于我区西北深山区，
与河北交界。村内村民居住分散，
管理起来比较困难。村里年轻人大
多都外出打工，老人和小孩居多，谁

家里有几口人，几个孩子，家里什么
情况，他都记在心里。

由于村里的村民对医疗知识掌
握不多，预防意识就略显淡薄，开展
计划免疫工作难度较大，这一直是
他最担忧的问题。为了做好村内儿
童的计划免疫工作，他经常逐门逐
户进行宣传教育，不辞辛苦地为老
人普及常识，让老人们及时带孩子
去中心接种疫苗。

王秀金说：“有的老人不懂这
些，我就把其中利弊讲清楚，有的困
难没法带孩子去，我就带着他们
去。咱是村里人，根就扎在乡村里，
就要帮助更多乡亲们。”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更多的
村民，用仁心筑真诚，这是王秀金一
直坚守的信仰。他把这种信仰化作
实际行动融入他所挚爱的医疗卫生
事业上。而他所做的点点滴滴，村
民都看在眼里。

村民李桂书说：“有一天凌晨1

点多，我爷爷病了，就去找王医生。
他知道之后背起药箱就往我家跑。
我记得那天风特别大，路上冻得我
俩直打哆嗦。又因为天黑路滑，手
电筒不太好用，王大夫心里着急，走
着走着一不小心摔倒在路边，腿被
刮伤，他也顾不上疼，爬起来继续往
前走。赶到时发现我爷爷高热、咳
喘不止，于是就给我爷爷输液，一直
陪护到输液完毕，病情好转才放心
离开。这时都已经是早上5点多，天
都快亮了，我当时特别感动。”

李桂书所说的这种情况，一年
四季王秀金随时都可能碰到，对于
乡村医务工作者根本不分昼夜，只
要村民一个电话，他就立马赶到。
村民们都说，他既看病又治心，是扎
根泥土的好乡医，是村民健康的守
护人。

今年春天以来抗击疫情的经
历，对王秀金来说是从未有过的挑
战，也使他对乡村医生这一角色有

了更多思考。
疫情来临时，作为马套村的乡

村医生，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除了日常接诊，他还主动写了申请
信，要求到芹峪口检查站站岗。

他说：“马套村距芹峪口40多
里，村子交通不便，只能自己开车去
交接班。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8点
交接班，一站就是5个多小时。我的
工作就是认真做好车辆、人员的排
查与登记，做好体温的筛查测量，确
保不漏一车、不漏一人。”

“当时工作量很大，我们穿着防
护服，戴着口罩、护目镜，特别热，有
一次差点中暑，但是我心里就想我
一定要坚持下去，守护好进京的‘西
大门’。”王秀金说。

40多年的坚守，一路走来不容
易，王秀金已经记不清这是多少次
匆忙地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多少
次彻夜无眠陪同护送村民前往医院
就医。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始终把“仁心”两个字当做行医的信
念和做人的根本，他没有辜负自己
的梦想，更没有违背自己成为乡村
医生那天的誓言。

“我不仅是一名乡村医生，还是
一名共产党员，村里哪里有需要我
就会去哪里。我要以实际行动彰显
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今后，我也将
以最大的热情、最饱满的工作状态
投入到乡村卫生事业，把平凡的工
作做实、做细、做精、做到位，做好辖
区百姓们的健康守门人。”

本报讯(记者马燊郭映虹)
十月的京西大地，秋意渐浓，
市民或举家出游或三五小聚，
一同品鉴这份岁月静好的京
西秋色。

虽是金秋时节，但走入门
城湖公园，仍是翠意不减，花
开正艳，引得无数游人在此赏
景、休闲。放风筝的老人、嬉
戏玩耍的孩童、夕阳下牵手散
步的情侣，一幕幕温馨的游园
画面与一处处自然美景相互
衬托，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好。

一位游人说：“现在公园的
环境越来越好，作为一名市民
要爱护花草树木，文明游园，共
同保护生态环境。” 本报讯（记者安振宇郭映虹）

日前，城子街道燕保家园的社区
干部在日常巡检工作中发现，社
区入口处的道路坡度大、存在拐
角盲区，给社区居民的出行带来
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燕保
家园社区“未诉先办”，对入口处
道路进行拆除改建。

记者在现场发现，燕保家园
社区的入口道路与黑山北延线
交接坡度较大，进入小区的必经
之路也有一个近 90度的拐角，成
为车辆通行的盲区，居民出行十
分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

针对这种情况，城子街道立
即对小区入口进行了规划和设
计，并以最快速度组成施工队，
对入口处道路进行拆除改建。

一位施工人员说：“从社区
入口处的最高点到下面的道路
有近 4 米的高差，坡度大，施工
完成后，保证小区入口和连接
的道路之间是顺平的，方便群
众出行。”

据了解，燕保家园社区充
分发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机制，联合区城管委等单位进
行了多次实地勘察和测量，同时
制定了详尽的工作方案，保证施
工期间居民出行不受影响。

燕保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
刘振良说：“本次改造将在 10
月底前完工，还会在道路旁安
装栅栏等防护设施，确保居民
安全出行，方便出行，不断提升
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屈媛 何依锋）近
期，大峪街道对承泽苑社区东侧的
一片空地进行环境整体提升，改建
为占地 2000平方米的街心公园。
目前公园已建成并对市民开放，在
满足周边居民休闲需求的同时，也
提升了地区的环境面貌。

绿植、花卉、步道、凉亭，漂亮
整洁的公园成为了街边一道靓丽

的风景。公园内，几名养护工人正
在对草坪进行维护，并对公园内的
杂物进行清理，确保公园的干净整
洁。

公园中心处还有一个海豚雕塑，为
公园又增添不少活力，附近居民都亲切
地称呼它为“小海豚”公园。

“以前这里是个菜市场，每天
这马路边人多车多，环境不好还特

别嘈杂，现在建成了公园，环境好
了，也安静了，孩子也特别喜欢到
这里来玩。”附近居民说。

据了解，这处公园以前是一个
露天菜市场，由于菜市场存在违法
建设、无照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周边环境，为此，大峪
街道对该市场进行了清退和拆除，
在原址上建设了这处街心公园，满

足了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需求。
大峪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工

作人员说：“下一步，大峪街道将
在疏解整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
提升辖区环境，在‘留白增绿’‘见
缝插绿’上下功夫，进行破损路面
硬化、裸露地面补种、车辆秩序规
范等工作，让居民家门口的环境更
美更舒心。”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
医院充分发挥优势资源，为60岁以
上的老人免费进行肛肠诊疗服务。

据了解，内痔、直肠炎等肛
肠疾病在老年人当中尤为多见，
为了让老年人了解更多关于肛
肠疾病的知识，区医院肛肠科发
挥自身优势，在检查的同时也将
进行疾病预防宣传。

区医院肛肠科副主任郑博
说：“60 岁以上老人是直肠癌
疾病高发群体，很多老人由于
怕花钱、不好意思检查和对疾
病不了解等原因，错过了最佳
治疗期。因此，该项检查对于

60岁以上老人尤为重要。我们
将通过免费检查的形式，为大
家进行健康宣教和普及，同时
帮助更多患者在第一时间发现
疾病、治疗疾病，有效降低直肠
癌的疾病发生率。”

此项免费诊疗服务包括肛
门指诊、肛门镜检查、电子乙状
结肠镜检查。凡是 60岁以上，
无心脑血管等严重疾病的老
人，都可以通过电话预约或到
院预约的方式，与医生确认检
查时间。在检查当天，预约者
需要携带医保卡到医院挂号进
行检查。

本报讯（记者 屈媛 何依锋）
近日，大峪街道葡东社区在大门
口安装了电子落杆，极大改善了
社区秩序，有效解决了居民停车
问题。

葡东社区是我区面积最大的
老旧社区，居住人口达到5000多
人，停车难、乱停车问题困扰社区
居民多年。此外，葡东社区以前
属于开放式社区，外来车辆多，乱
停乱放和侵占车位现象严重，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葡东社区在大
门口新安装了电子落杆，通过前
期的车辆号牌录入，一车一杆有
序进出。

在社区大门口，记者看到，车

辆出入时通过车牌识别系统，就
可以不停车通过，减少车辆逗留
时间，使道路变得畅通，还有效杜
绝了外来车辆的进入，受到了社
区居民的一致称赞。

“小区装完落杆之后，效果特
别明显，社会车辆、小商小贩全都
进不来了，停车位也多了，小区内
的秩序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社
区居民说。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满足
居民的停车问题，除了加装电子落
杆之外，也对社区内施划了停车位，
车辆有序停放，有效解决了停车难
的问题，社区整体环境得到了很大
的改善，同时也保障了社区安全。”

近日，城子街道龙门五区收到多
位市民反映自家厨房“水流小、时有时
无、水压不稳”等问题线索，该社区快
速反应，联系物业和自来水公司进行
实地勘查，查找问题点位。

经过排查发现，因为A6小区11
号楼1单元门前自来水主管道老化，
导致水管破裂漏水，造成的供水问
题。在社区协调下，物业工程部紧急
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抢修。因抢修会造

成A6小区1-5号楼、10-13号楼5层
及以上582户住户停水。社区在工程
抢修前及时通过社区公众号、微信群、
粘贴通知等形式进行通告，并开放社
区居委会办公地点为居民提供临时供
水服务，解决了居民的临时用水问题。

由于自来水管道漏水点位于小区
单元门前，在小区通行的主干路上，为
保障居民安全出行并确保抢修进度，
物业提前备齐材料，并拉出警戒线，安
排专人进行调度指挥，早6点开始施
工。现场调用挖掘机一台，同时人工
配合清理作业，及时更换了管件，顺利
完成了修复。为确保工程质量，工程
完工后现场进行了高压给水测试，物
业及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对供水恢复情
况进行检查。

经过5个多小时的抢修，小区于
11时左右恢复正常供水，市民对街道
的快速响应及处理表示满意。

近日，市民反映，在我区
某超市花了15.98元买了一斤
五香花生米，包装袋上产地是
内蒙古赤峰市，实际购买时超
市挂的标签产地是天津市，且
价格比之前购买的同类商品
要高，商品价签标注不规范的
问题。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诉
后，主要负责人亲自调度指
挥，该局物价所电话联系诉求
人了解购物详细情况后，执法

人员当日下午对该超市出售
的五香花生米价格进行了检
查。经查，该商品有明码标
价，规格500克/包，零售价格
15.98元/包，价签上标注的产
地确实为天津市。进一步调
查发现，该货架上有两种花生
米，但是所标注的商品的品
名、包装、规格、条形码均相
同，而产地为内蒙古赤峰的花
生米，在价签上未明确标注。

根据以上情况，执法人员

当场责令该店立即按照明码
标价规定正确、规范填写标
注，提示经营者，开展经营活
动应当严谨仔细。同时，执法
人员建议商铺定期对员工开
展培训工作，及时总结发现问
题，重视细节问题，严格自律，
及时纠正，为辖区营造良好健
康的消费环境彰显大企业的
责任担当。执法人员将以上
处理结果反馈市民，市民对处
理结果表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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