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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豪，来自内丘县中医院药
剂科，今年 27 岁，还不到而立之
年。来南宫之前，上班有主任，回
家有父母，感到生活很轻松。1 月
13 日来到南宫，经过 39 天的历
练，让他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
的东西，明白了做人应当有担当、
有责任、有爱心，从而成为人生的
转折。

伴随着疫情发生，多少人担惊
受怕，也看到、听到了太多的生死
离别，他没有想到，在今年的抗疫
中，能够成为一名逆行者，来到南
宫冲在一线，去实现一个药师的价
值。虽然不能像医护人员那样，近
距离的接触病人，目睹了她们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的风采，她们的一
言一行时刻在感动、激励着他，在

药师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
 当晚抵达南宫后，他首先来

到隔离医院的筹建处，开始建立药
房，进行药柜的组装整理、制作药
品请领计划、药品入库入账、病区
备用药品的配备、打印药品标签等
等工作都要按时完成。20 个小时
内，一个包含 80 多个种类 2000 多
盒药品的药房终于建成了.

1 月 15 日凌晨，药房开始正
式运作。由于医院院感防控的特殊
性，医护不能外出取药，为了能让
调剂好的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
根据临床的作息时间，设定摆药时
间，调整临床备用药品的数量。按
照工作流程，医生会在当天查完房
后，通过系统下达医嘱，当班药师
需要迅速统计出药品用量，快速打
印出明细，一边对照医嘱，一边开
始配药。每完成部分药品配置后，
再次仔细核对，以确保每一份药品
与医嘱相符，保障患者安全用药。

 医护人员在战场上都是患者
强大的依靠，与病毒厮杀、与死神
博弈，但回到驻地，脱去白色的战
袍，也会疲惫和脆弱。有的队员跟
他说：“老师，我牙疼的受不了
了，要片甲硝唑，有吗？”有的队
员让家豪看防护服压出伤痕的脸，
问有什么能涂到脸上明天上班就不

疼了；有的队员因为工作强度太
大，工作时间不固定，晚上经常休
息不好，跟他要安眠药。在他面
前，看到的不是强大的战士，而是
从战场上厮杀回来疲惫的同志。他
能做的，就是为一线的同事保驾护
航，免除后顾之忧。作一个不恰当
的比喻就是：战士在战场上打累
了，回来说我饿了，需要面包，那
药师应该马上递过去一个面包；战
士说这把倚天剑不好用，想换把屠
龙刀，那么药师就应该把屠龙刀的
武功秘籍找出来奉上。因为人手不
足，他作为一名药师，仅仅做好药
品方面的工作显然不够，生活方面
也必须负责起来，为大家做好后勤
服务。为保证防疫物资的充足，每
天都要去库房查看防护服、手套、
N95口罩等等防护用品的数量，一
旦出现短缺，需立即申报。

 此外，紫外线灯车、空气消
毒机、制氧机等各种医疗设备的安
装也必须完成，不会安装，只能照
着说明书一步一步来做。生活方
面，因酒店没人管理，他临时负
责。为减少接触，每天负责送饭的
只把饭放到楼下，然后他再把所有
的饭菜一趟趟的拿到 12楼。

 无论什么事，天天做都会厌
烦，但为了大家能吃上热乎饭菜，

他的付出也是值得的。本来一切还
算顺利，半个月后，另一位药师因
为身体原因离开了医疗队，俩个人
的活落到他一个人身上，确实挺沉
重的。那一刻，他突然感觉自己长
大了，成熟了。

 一个人，不能像医生和护士
那样倒班，也不能坐班车了，只能
中午走回宾馆，匆匆忙忙吃饭，然
后再马上返回医院。工作中遇到了
问题，没有人可以商量了，只能自
己解决，去考虑到所有可能出现的
问题，如果碰上临时需要调配药品
的情况，还需要从宾馆，赶到医院
进行调配。

 他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人
可以改变环境，环境也可以改变人
的道理，事非经过不知难。通过在
南宫 39 天的历练，他练就了适应
环境的能力，养成了独立工作的习
惯。面对枯燥繁琐工作和重重困
难，不在抱怨，而是努力想办法，
因为办法总比困难多！他长大了！

这不仅仅是 90 后的责任和担
当，更是大家有幸生活在制度优越
的祖国，有一个温馨有爱的大家
庭，有一只乐意奉献的大团队，还
有什么堡垒不能攻克？还有什么困
难不能战胜？

驰援伴着他成长
赵永生

【人物档案】 张家豪，1994 年 2 月生，内丘镇西关村人。
2017 年 6月毕业于天津理工大学制药工程专业，2018 年 6 月中医
院参加工作。 

近年来，大孟村镇二十里
铺村紧紧围绕调结构、提效益、
促增收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
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大力发展
特色种植，助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走进大孟村镇二十里铺村，
一排排整齐的大棚映入眼帘，
大棚内暖意融融，一片生机盎
然。村民赵永亮正穿行在西红
柿植株间，忙着采摘西红柿。
他告诉记者，在政府的帮扶下，
他开始种植大棚西红柿，如今，
西红柿已经成了他们手里的
“致富果”。

大孟村镇二十里铺是远近

闻名的瓜果蔬菜种植村，近年
来，村里依托瓜果蔬菜的种植
优势，走出了一条产业发展的
新路子，不仅加快了全村温棚
产业的发展，也使村里群众的
收入更加持续稳定。

“我们村已有三分之一农
户种植这样的蔬菜大棚。”大孟
村镇二十里铺村党支部书记梁
立杰介绍：“通过这两年镇村
两级在资金、土地流转方面，
包括农业技术给以农户大力支
持，已逐步发展成现在有 100
多亩蔬菜温室大棚，像这种规
模一茬下来能为农户带来 250
万左右的经济效益。”

收入 250 万人民币
张昊

“书中有山水，可以栖身；书
中有草木，可以怡情”，我县最美书
香家庭杜宏丽一家，长年与书籍相
伴，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一家人也
在书香中感受着快乐和美好。

在县第二中学，杜宏丽正在和
同学们一起讨论分享阅读创作的心
得。像这样的阅读课堂杜宏丽每周
都会举办，因为她知道，从书中获
得的财富是无价的。

杜宏丽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她
的曾祖是清末拔贡，妈妈和姑姑都是
人民教师，在书香家庭中成长的她从
小就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小时候就喜欢书，给的零花
钱都舍不得花，都是买书看了，我
感觉对我的影响真的挺大的。像现
在我当教研组长，就是语文组的一

些活动，我感觉比较得心应手，可
能是跟平时看的书多也有关系。”县
第二中学教师杜宏丽向记者介绍。

1992 年杜宏丽开始了她的教师
职业生涯，期间她认真拜读了李镇
西、魏书生等教育名家的著作来充
实自己，同时设计了多种活动来提
升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我是读了李镇西老师的《做最好的
老师》，还有魏书生老师的《班主任
工作漫谈》，我把这些用到自己的工
作中去，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让
孩子们更喜欢语文，其实我自己也
在其中受益很多。”杜宏丽说。

读书无须净土，闭门即是深山。
在杜宏丽的家中，目之所及、手之
可触处皆是书。加上她和丈夫都热
衷读书的习惯，杜宏丽的女儿从小

就养成了置身书海、手不释卷的阅
读习惯。

“我比较喜欢的是古典文学，
比如说红楼梦之类的，我也参加过
一些红楼梦的研学会，我的妈妈从
小就带给我了一些文学方面的熏陶，
自己也非常有兴趣去主动阅读书
籍。”杜宏丽女儿杜郑颖说到。

杜宏丽表示，每当夜幕降临，
手捧充满墨香的书籍，手指轻敲几
行小字，是她们一家最惬意的时光。
“苏轼说：‘最是书香能致远’。现
在，读书看报已经成为我们家一项
必不可少的活动，书是我们的精神食
粮，是我们一家人的宝贵财富，它能
够涵养品格，丰富我们的知识，是我
们前进的阶梯，它也是我们平凡生活
中不平凡的收获！”杜宏丽说。

最是书香能致远
张昊

（上接第一版）
据悉，为壮大村集体经济，

该村通过土地流转，发展了
320 亩大地樱桃种植产业。
“今年，160 亩樱桃将进入盛果
期，预计纯收益能达到 50 万
元。”王延昌说。

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基础上，
该村还积极推进乡村休闲旅游
业发展，通过“公司 + 村集体
+ 农户”的经营模式，种植樱
桃、葡萄、草莓等水果，发展

马匹养殖，开设农家生态餐厅，
带动乡村休闲旅游，不仅为村
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还增加了
村集体收入。

近年来，内丘县充分整合
资源，不断强化措施，将城乡
环卫一体化与发展全域旅游、
建设美丽乡村相结合，以净促
美、以美促净，倒逼标准提升、
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乡村振兴
的新路子。

5 月 10 日，内丘县中医院在门
诊四楼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讲述
百年党史”暨优秀护士表彰活动，
以此纪念国际护士节。 

院党委书记徐光伟，首先发表
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说，今年我国
护士节的主题是“传承红色基因，
创新发展护理”。院党委结合医院实
际情况，组织举办了这次“传承红
色基因 讲述百年党史”活动。以
讲故事的方式，重温党的光辉历史，
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做好护理工
作。

近年来，该院广大护理工作者，
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乐意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素养，
生动传承了伟大的南丁格尔精神，
持续推进优质护理建设，特别是今

年疫情发生以来，全体护理工作者，
白衣披甲，逆行出征，驰援南宫，
以平凡的坚守，谱写了一曲曲感天
动地的抗疫之歌，涌现出了一大批
抗疫先进典型。

院长张永涛为 12 名优秀护士颁
发获奖证书。红彤彤的获奖
证书，雷鸣般的掌声，是对
她们崇高精神和突出贡献的
最好肯定。

之后，红色故事会正式
开始。11 名医护人员依次登
台，分别讲述了周恩来、钟
南山、白求恩、方志敏等中
国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他
们声情并茂，主题深刻的讲
述，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
的党史教育和精神洗礼。驰

援南宫的 8 名医护人员，精心编排
了舞蹈《我和我的祖国》，表达了他
们对党、对祖国、对医院的无限热
爱。

活动在 《团结就是力量》的合
唱中落下帷幕。

传承红色基因 讲述百年党史
内丘中医院举行国际护士节主题活动

赵一

本报讯（本报通讯员）近
日，内丘法院举行学习“身边
的榜样”先进事迹报告会，院
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干警参加
会议。

报告会上，南赛法庭庭长
牛金叶、办公室主任郝立鹏、
法警队大队长陈建军 3 名同志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讲述了
他们的先进事迹,每一个人的事
迹都映照着时代的光芒，彰显
着内丘法院干警司法为民、敢

于担当的光辉形象。
全体干警表示，要向榜样

看齐，学习先进，发扬为民服
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
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将先
进的精神运用到自己的日常工
作中，筑牢初心使命，以奋发
有为的状态全身心投入到审判
执行工作中去，用付出和汗水
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以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向“身边的榜样”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