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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患者家属

闫祥满怀感激地将一面写

有“院长带队急救产妇到

凌晨，医术精湛母子平安

感恩情”的锦旗送到乌海

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宿静手

中，由衷感谢宿静及医护

团队历经 6 个多小时全力

救治，从死神手中挽回了

自己妻子的生命。

6月26日下午，家住乌

达区的产妇杜娟因身体不

适紧急入院治疗。经诊断，

患者因妊娠期急性脂肪肝

需尽快进行剖宫产手术。晚

9点，杜娟被推进了手术室，

随后成功产下一对双胞胎

男婴。可正当医生进行术后

缝合时，患者伤口处不住地

渗血，血液无法凝固并伴有

肝衰竭，一度生命垂危，危

急时刻，宿静带领医疗团队

展开了一场生命保卫战。

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

逝，凌晨3点多，经过6个多

小时的奋战，患者生命体征

终于平稳。这台惊心动魄的

手术也是乌海市妇幼保健

院近年来遇到的最为棘手

的手术之一。作为自治区西

部权威的妇幼保健医院，多

年来，乌海市妇幼保健院不

仅为乌海的妇女儿童提供

着全程全生命周期的医疗

保健优质服务，同时服务范

围还辐射自治区西部 4 盟

市，受到群众一致点赞，并

成功通过国际JCI认证。

健康是最基本的民生

福祉。近年来，乌海市以健

康乌海建设为统揽，医改工

作不断向纵深推进，“优医

普惠区”的加快建设让市民

群众得到了切身的实惠。

为方便群众就近就医，

乌海市实施了以三级综合

医院为核心，辐射全市基层

医疗机构的远程医疗会诊

平台，实现各级远程会诊系

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同时实

施了集医疗服务、社区卫生

服务、公共卫生服务为一体

的“诊疗一卡通”，启动了电

子健康卡（码），通过优化服

务流程、运用信息化手段减

少排队次数、缩短缴费和候

诊时间，群众“看病难”的问

题得到了改善。根据居民和

基层医疗机构的分布特点，

该市将全市社区划分为“网

格化”单元，由“全科医生、社

区护士、公卫医师”为核心的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进行

网格化管理，主动上门为签

约人群提供连续的基本公共

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2014

年以来，全市已组建90个家

庭医生签约团队，重点人群

签约达12.7万多人。

自2015年被列入国家

第三批城市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试点以来，乌海市还探

索出一条“刀刃向内、医疗

先行、带动三医联动”为路

径的医改模式，所有公立医

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挤压

药品虚高水分，调整医疗服

务价格，纳入医保报销范

围，进行差别化财政补偿，

取得了百姓得实惠、医院获

发展、保障可持续的成效。

乌海：打造“优医普惠区”守卫“生命至上”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郝 飚

盛夏的烈日透过树木

枝叶，投出斑驳的影子，盖

在点燃的松树枝上的山毛

草升腾起白烟，熏得蚊虫不

敢近前，一群驯鹿趴在烟火

周围休憩。这是7月9日午

后，呼伦贝尔根河源国家湿

地公园内的“古木森驯鹿养

殖点”静谧安详的景象。

记者正在采访鄂温克

族“网红”小伙古木森，一拨

游客到访。来自浙江永康的

十几位游客看到驯鹿分外

欣喜。他们有的与驯鹿合

影，有的喂食干苔藓，养殖

点一下子热闹起来。

古木森出生在敖鲁古

雅鄂温克族乡，今年34岁，

是地道的使鹿部落后裔。他

中专就读兽医专业，先后在

北京、呼市等地打工8年。

2015年回到家乡，结婚时媳

妇的奶奶赠送了5头驯鹿，

由此重拾使鹿人置身原始

森林，与鹿为伴的“慢”生活。

他成为“网红”始于

2018年的春天。

一天凌晨4点多，一头

母鹿叫醒了古木森并引领

他走向森林深处。原来，是一

头小鹿被猞猁抓伤动弹不

得。古木森全程视频记录，发

至抖音平台，感动了无数网

友，几天时间粉丝过万。

在人们的心目中，敖鲁

古雅鄂温克使鹿部落是神

秘而陌生的。古木森产生了

记录日常生活，通过网络让

更多人看到、了解使鹿人的

生活状态和文化习俗的念

头。由此，“古先森”的网名，

时常出现在抖音平台，古木

森和他的 30 多头驯鹿，还

有铁锤、敦敦两条爱犬，甚

至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儿子

佳尔塔·古，也成了“网红”。

吸粉15.7万人，点赞量最多

达到64.5万。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使

鹿人的生活转变源于 2003

年。那年8月，根河市敖鲁

古雅鄂温克族乡举行了“生

态移民”搬迁，将原居住在

根河市满归镇附近原始森

林的“中国最后的狩猎部

落”，搬迁到了根河市区西

郊4公里处。使鹿人放下猎

枪，走出森林，告别了属于

他们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过上现代化的城镇生活。为

实现猎民生产生活的转型，

让他们转得出、稳得住，适

应新的环境，敖鲁古雅鄂温

克族乡开始大力发展旅游

业，为使鹿人依靠自然发展

旅游业奠定了基础。

近几年，先后有七八位

鄂温克族年轻人，像古木森

一样在家乡创业，充分利用

这里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和古朴独特的民俗文化特

性，发展观光、体验、研学、

工艺制作等旅游项目，将保

留、延续、传承民族文化与

经营创收融合，让悠然、平

静的生活，成为一种营收资

源。

在外人看来，生活在森

林里，条件简陋，有诸多不

便。可是，看得出，古木森十

分享受这种生活方式。他的

幸福感和自豪感流露在他

投向驯鹿的眼神、讲述部落

文化的言语中。

“我就是想通过我所做

的事情，让更多的人都知

道，在祖国的北方有一个地

方叫敖鲁古雅，这里有神灵

般的驯鹿，有执着的使鹿

人！”。

说话间，古木森又接到

几拨电话，是上海和广东那

边的导游，预约带学生团来

此研学旅游事宜，古木森显

然很开心。他告诉记者，去年

收入超过20多万，他又对养

殖点的设施、设备进行了投

入。今年如果收入可观，他还

想邀请敖鲁古雅鄂温克族

的神话故事传承人、工艺制

作传承人等来此，丰富养殖

地的项目内容，吸引更多的

人来此旅游和体验，把自己

的幸福事业发展下去。

诗，不在远方，在家乡。

海口市秀英港至海关

钟楼，现在是整个城市最

繁忙的路线之一。24年前，

刑警王光生为保护乘客，

在这条路线的一辆公交车

上飞身扑向歹徒枪口、壮

烈牺牲的事迹，至今仍被

市民广为传颂。

王光生，生于1952年，

海南省海口市人。1979 年

参加公安工作，在海南省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新华分局（现龙华分局）刑

警队任民警，一级警司。

儿子眼中的王光生是

个严厉的父亲，只要一个

眼神，调皮的孩子立马收

敛听话。在妻子眼里，王光

生是温情的丈夫，生怕自

己受一点点委屈。更多熟

人印象中的王光生，一身

正气，不怕牺牲，常常令犯

罪分子闻风丧胆。

1995 年 2 月 25 日，王

光生与战友围捕一个持枪

抢劫团伙时，第一个扑向

罪犯，在腿部负伤的情况

下仍顽强战斗，荣立个人

二等功。

1995 年 6 月 27 日，在

海口市秀英港至海关钟楼

线路上一辆中巴客车上执

行任务时，王光生面对车

上 3 名实施抢劫的犯罪分

子时，临危不惧，奋不顾身

向一名歹徒扑去，一手铐

住歹徒持枪的手，一手抓

住他的枪支，用尽全力把

枪口扭转，并将另一名歹

徒击伤。在搏斗中，王光生

不幸被丧心病狂的歹徒用

钝器连击头部并开枪击中

胸部，壮烈牺牲。同年12月

15 日，公安部追授王光生

同志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王光生牺牲的那一

年，儿子王伟才12岁。在王

伟的印象中，父亲最令人

崇拜的一刻，是穿上警服、

戴上别有国徽的大盖帽，

让自己骑在颈背上的时

候。父亲牺牲后，本就向往

警察职业的王伟，理想更

加坚定，性格也更加坚强。

“对党和人民赤胆忠

心，对敌人疾恶如仇。”这是

王光生留给儿子的箴言。后

来，王伟成为一名交警。

2018年4月1日，为深

切缅怀英烈，弘扬英烈精

神，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

130 余人赴颜春岭墓园举

行“致敬·缅怀·前行”祭奠

公安英烈活动，隆重悼念王

光生烈士，并集体重温入警

誓词。参加活动的王伟，红

了双眼，却又满脸自豪。

“穿了这身制服，老百

姓都在看着呢！”如今，王

伟给儿子、女儿讲起他们

爷爷王光生的故事时，会

不断重复这句话。这句话，

也是父亲以前常常重复着

对自己讲的。

（据新华社报道）

王光生：公交车上奋不顾身扑向歹徒的枪口

“网红猎民”的诗意生活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包塔娜 李玉琢 陈春艳 陈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