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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坤

内蒙古援外医疗队的队员们在卢
旺达首都基加利郊区的马萨卡医院内，
实施了一台在手电筒照明下的特别手
术。

不久前的一天，正在卢旺达马萨卡
医院执行援外医疗任务的内蒙古第 22
批援外医疗队队员们正在各自的诊室内
有序诊疗患者。一名当地医生来到中国
医疗队诊室，向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第四
医院骨科的姚锐副主任医师求助：有一
名叫马尼拉基扎的股骨粉碎性骨折年轻
患者必须手术治疗，但马萨卡医院的医
疗条件无法完成这样的骨科手术。

姚锐立即找到医疗队长——来自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彭际奎
副主任医师讨论患者病情。

这类手术姚锐在国内已经独立完成
近 200 例，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但是，由
于马萨卡医院手术室条件、器械配备及
手术所必需的接骨钢板等条件限制，为
手术的开展增加了难度。

彭际奎召集马萨卡分队内仅有的麻
醉科医生张大为、妇产科医生白月、内科

医生白岭晓、手术护士何苗进行了病例
讨论，并请随队翻译郭昊与马萨卡医院
相关部门及医护人员和患者进行了沟
通。

如果转上级医院，患者至少需要等
待 4—8 周才能手术，这样就错过了最佳
治疗时机，并且患者连支付 2 万卢郎（合
人民币约 100 余元）的皮牵引都非常困
难，如果转院治疗需要支付 150 万卢郎
的手术费⋯⋯如此昂贵的费用，患者无
力承担。

如果不做手术，这名年仅 20 岁的患
者将终身残疾，丧失劳动力，再也不能正
常生活⋯⋯

“作为医生，我们有责任克服困难帮
助患者。”经各专业医生及医疗队队委讨
论后，彭际奎及姚锐决定克服困难实施
手术。

经过多方面准备及与医院协调，手
术于中国医疗队每周手术日如期进行。

麻醉医生、手术护士、翻译提前到达
手术室进行术前准备，队内骨科、外科、
妇科医生一齐上台。

就在这时，手术间的无影灯突然出
现故障！这样精细的手术，没有灯光照
明，怎么办？而手术不能再拖延。

这时，彭际奎想起了上一任老队长
留给自己的手电筒。“用手电筒照明，继
续手术！”

郭昊和白岭晓立刻返回驻地取来手
电筒，将手电筒固定在无影灯柄上，术野
瞬间清晰了许多。就这样，靠着手电筒
灯光支持，手术正常进行。

术中，姚锐发现患者骨折非常严重，
有多达 5 个游离骨折块，并不像术前 X
光片所显示的只有 2 个游离骨折块，属
于严重粉碎性骨折，手术难度增加，需要
更多手术时间。为减轻患者疼痛，医生
给予患者超声引导下股神经阻滞，镇痛
效果可以维持在 10-14 小时。

台上，三位医生及护士密切配合，台
下，张大为时刻盯着监护仪观察患者生
命体征，郭昊从未离开手术室，保证及时
与马萨卡医院工作人员进行沟通。

历时 4 个小时，在手电筒的照明下，
一台手术终于顺利完成。

手术室里，6 名队员刷手衣早已湿
透。

“手术成功！”
马萨卡医院的当地医生向医疗队队

员们竖起了大拇指。
6 名医疗队员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

驻地，这时早就已经过了午饭时间，看着
队友们精心留好的饭菜还温热着，一股
暖流涌上心头。彭际奎在医疗队群里发
了这样一句话：这就是我们医疗队，就像
一个大家庭！一家人，一条心，没有克服
不了的难关！

术后第二天，几名医生一早就去病
房查看患者情况。患者生命体征平稳伤
口情况良好，已经可以在床上活动。

为了加强术后营养，帮助患者恢复，
医疗队医生还为患者带去牛奶和医疗队
自己煮的鸡蛋。

在医疗队员的精心医护下，患者逐
渐康复。

马尼拉基扎躺在病床上说：“中国医
生凭借精湛的专业技术，在特别艰难的
条件下给我做了手术。感谢中国医生，
为我减轻了痛苦。”

内蒙古第 22 批援外医疗队队员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启援助医疗工作，截
至目前，已成功完成 50 多例手术。

我区自 1982 年开始承担援非医疗
任务，至今已累计派出 22 批医疗队，273
人次，在当地累计诊治病人 67 万余人
次，实施各类手术 3.5 万余台，抢救危重
病人 1.6 万余人次。

一台特别的手术
■社会速评

□本报记者 赵曦

新春佳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但对
于二连浩特市消防救援大队方正路消防
救援站的消防员而言，坚守一线，时刻待
命，24 小时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站岗
放哨”是他们的别样春节。

我们是新春佳节的守夜人

面对春节期间繁重的执勤战备，作
为一名消防车驾驶员，胡佳嘉主动提出
留队保障春节执勤。对他来说，每年最
忐忑的时候不是去救援现场，而是打电
话告诉父母春节不回家的消息。进入腊
月，父母就会时不时打电话给胡佳嘉，问
他今年是否回家过年。每次电话里，胡
佳嘉不敢直接说不回去，只说定不下来，
直到临近除夕才敢告诉父母。

“一次次告诉家人，明年争取回家过
年，好好陪他们看个春晚，好好吃顿团圆

饭。但总是实现不了。每年过年，就
只能通过视频，短暂的陪家人聊会天，
因为随时可能会出警。家人也总会在
电话里说工作重要，出警的时候注意
安全。”每当提起家人时，胡佳嘉总会
露出笑容。他说：“即使归心似箭，也
必须坚守岗位，别人的春节是亲朋相聚
阖家团圆，我们的春节是恪尽职守随时
待命。看着千家万户安居乐业的民众
享受着阖家欢，心里酸涩的同时，也很
欣慰。我们是人民新春佳节的守夜人，
我相信我的家人能体谅、能理解。”

消防车是消防员最好的兄弟

“新年安保执勤不仅是对消防救援
人员的一场大考，对于车辆装备器材而
言也同样是一次巨大的考验。能否确保
车辆器材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无疑是驾
驶员们每天所要考虑的事。”春节，记者
见到胡佳嘉时，他正在认真地对消防车
辆、应急救援器材进行检查保养，“必须

保证各种器材完好无损，灭火救援现场
任务紧急，出不得一丝差错。”胡佳嘉说。

胡佳嘉常说：“消防车对于我们来
说，就如同枪于战士、剑于侠客，要把消
防车当成出生入死的兄弟一样去看待，
必须保证它随时能上战场，发挥作用。
为此，每次检查保养我要求自己一定要
做到细心、耐心，有责任心。”在他看来，
只要是消防车的事儿，无论怎么用心都
不为过。每天车辆保养完毕大家都回
去休息之时，总能在车库前看见他的身
影。把车上的器材再看一遍，把行车记
录仪再查一遍，把车辆发动起来再试一
遍，这是他对自己的一贯要求。正是在
这一股钻劲儿、韧劲儿的带领和影响
下，救援站的全体消防救援人员都开始
认真对待车辆器材，真正地把车辆维护
保养工作落到了实处。

党员是新队员学习的榜样

作为党员，胡佳嘉在自己岗位上主

动当先锋，作表率，发扬一名党员的模范
带头作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用最快
的速度奔向火场，是驾驶员的首要职责。
每当警铃响起，作为驾驶员的胡佳嘉，都
会率先驾驶车辆到达现场，有条不紊地进
行车辆操作，为灭火战斗提供保障。

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胡佳嘉为新
入职下队实习的队员传授灭火救援知识、
经验、技能，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和
新队友分享交流自己的“小窍门”“小方
法”。

“我之前的班长是我心中的偶像，我学
开消防车也是受老班长影响，如今我也成
了老队员，接下来，我也会为新队友树立榜
样，无私分享我的经验，继续守初心、担使
命，坚守我的消防梦想。”胡佳嘉说。

12 年的消防生涯，胡佳嘉始终战斗在
北疆灭火救援的第一线，在战斗中不断地
积累经验和磨练自己，牢记职责，坚守使
命，以百倍的信心努力工作，默默无闻地
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胡佳嘉：我们是新春佳节的守夜人

■众观

■民声

我区 2022 年高职单招
有关工作安排确定

本报 2 月 17 日讯 （记者 刘志贤）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
生考试中心公布 2022 年高等职业院校单独考试招生有关工作安排，
明确高职单招志愿填报、考试、录取等相关事宜。

根据安排，高职单招网上填报志愿定于 3 月 4 日—8 日进行。考
生只能填报 1 所院校志愿和 3 个专业志愿，同时要选择是否服从普
通专业和高收费专业调剂。未完成高职单招计划的院校，二次网上
征集志愿安排在 4 月 7 日—9 日。网上填报志愿结束后，招生院校下
载报考本校的考生信息。

考试时间方面，招生院校首次高职单招考试的时间不得早于 3月
8日、不得晚于3月16日；二次征集志愿考生的考试时间不得晚于4月
12日。招生院校应于本校高职单招全部考试科目（项目）考试结束后
7日内，通过网络平台上传考生成绩至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内
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公示分院校、分科类、分专业考生成绩。

在录取环节，招生院校按照已公布的录取规则实施录取，不得
录取不符合条件的考生，拟录取考生均须有相应考试科目（项目）的
考试成绩。招生院校应在本校官方网站公示拟录取名单，公示期不
得少于 7 天。公示期结束后，招生院校按时上传参加首次网报志愿
和二次征集志愿的拟录取考生名单至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上
传时间分别为 4 月 1 日前和 4 月 26 日前。 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
分院校、分科类、分专业公示录取考生名单，公示信息包括考生姓
名、考生号、考试成绩和录取专业等。已被高职单招录取的考生，不
再参加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编辑有话说：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培养人才的使命。要用好高等院校、
职业院校两个阵地，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节后血库告急
自治区血液中心发出献血倡议

本报 2 月 16 日讯 （记者 王坤）记者从自治区血液中心了解
到，2022 年春节刚过，各型血液供应严重不足，自治区血液中心发出
爱心献血倡议。

据了解，春节期间，呼和浩特市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需求居高
不下，假期结束，一波波用血高峰接踵而至。目前，自治区血液中心
的库存量仅 79200 毫升。受疫情反复、天气寒冷且正逢节假日等多
重因素影响，街头献血人数减少，团体献血难以开展。用于救人的
血液却不能生产，临床用血的唯一来源是健康适龄市民的自愿捐
献。而且，采集后的红细胞保质期只有 35 天。每天血液库存平衡合
理，才是救治输血病人的最好保障。

为了保障医院临床用血，自治区血液中发出诚挚倡议，希望大
家在身体健康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在
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选择到就近的献血点参加献血。为感谢每一
位热心市民的爱心与奉献，2 月 12 日-2 月 15 日期间，内蒙古自治区
血液中心特意为爱心献血者准备了巧克力等礼物。

编辑有话说：无偿献血，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崇高
行为，是全社会参与的公益事业，也是人人受益的爱心工程。献出
一份血，传递一份爱。

虎年首个登记小高峰
我区 4018 对新人登记结婚

本报 2 月 16 日讯 （记者 杨婷）2 月 14 日，全区婚姻登记服务
中心迎来了虎年第一个结婚登记小高峰。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获
悉，截至 2 月 14 日 17：30，全区共有 4018 对新人办理了结婚登记。

为满足新人们办理结婚登记的愿望，各婚姻登记处按照自治区
的有关要求，提前部署、多措并举，保障婚姻登记工作的服务质量。

一是实行预约登记制，通过自治区民政厅官网、“蒙速办”APP、婚
姻登记处电话等方式咨询或预约预审、增加预约数量，避免扎堆排队登
记，减少当事人等候时间。二是开展延时服务，婚姻登记机关提前上
班，中午不间断办理，延时下班，确保登记工作全时段平稳有序运转，直
到全部登记办理完毕。三是适时调剂人员岗位，合理开放登记窗口。
全区115个婚姻登记处由日常的184个窗口增加到221个窗口，婚姻登
记工作人员全部上岗，还增派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引导前来登记的
新人。四是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制度，婚姻登记当事人到达登记现场后
规范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配合工作人员做好体温监测、信
息登记、消毒、洗手等相关措施。分时分段有序办理，不聚集、不扎堆。

编辑有话说：相亲相爱好伴侣，同德同心美姻缘。祝福这些新
人新婚愉快，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第六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
内蒙古阿拉善盟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 2 月 17 日讯 （见习记者 李存霞）为迎接北京冬残奥会，
积极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推进残疾人文化体育
建设，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
氛围，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阿拉善盟残疾人联
合会承办的“第六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内蒙古阿拉善盟系列
活动在阿拉善左旗启动。

本次活动以“拥抱冬残奥，热情迎嘉宾”为主题，主会场设在阿左
旗，阿右旗、额济纳旗分别设分会场。在主会场，开展了雪地雪橇、雪
地轮椅、雪地拔河、旱地踢毽、旱地陀螺、旱地冰壶、大众滑雪等项目。
在分会场，组织残疾人家庭参与游园戏冰戏雪、赏冰赏雪、冬残奥知识
宣讲、线上残疾人康复健身知识技能指导服务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阿拉善盟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阿拉善盟残联将以此次冰雪运
动为契机，继续大力开展残疾人大众体育、竞技体育、特奥项目等体
育活动，激发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培养发现更多的体育人
才，推动阿拉善盟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编辑有话说：残疾人朋友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细心帮助下积
极参与各项活动，在尽享冰雪运动乐趣的同时，充分展示了不屈不
挠、自强自立的精神。

春节期间我区多台联欢晚会
好评如潮

本报 2 月 17 日讯 （记者 马芳）春节期间，我区多台春节联欢
晚会以紧跟时代的主题、融合创新的节目、丰富多元的内容受到各
界好评，呈现给观众多台精品荟萃、亮点纷呈的视听盛宴。

据了解，大年初一，2022 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首
播当晚，奔腾融媒旗下各平台点击量累计突破 2.1 亿，全网在线观看
人数突破 620 万，全网收视率、全网点击率、社交平台指数、网媒关注
度均为历年春晚之最；大年初二，2022 年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在内
蒙古广播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的收视率达到 0.351，创春节期间频
道收视率第二的佳绩，在新媒体端直播点击总数达 300 万人次；大年
初三，“春暖草原百花开”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 2022 年迎春联谊
会在播出当晚的实时收视率调查中位列全国第九；1 月 25 日，2022
年内蒙古网络春晚通过人民网、草原客户端、内蒙古文艺等多平台
首播，观看直播人数超过 639 万，截至 2 月 11 日，观看直播人次、直
播回放人次、展播点击人次总计超过 904.27 万。

编辑有话说：一台台精品荟萃、亮点纷呈的晚会，烘托出喜气洋
洋、欢乐吉祥的节日氛围，也收获了观众的喜爱和口碑。

近日，瑞雪降临呼和浩特市，也给市民
增趣不少。一些市民自发在公园堆起“冰墩
墩”雪人助力北京冬奥会，就连刚学会走路
不久的小宝宝也来踏雪、铲雪，体验下雪的
乐趣。 本报记者 王坤 摄

近日，自治区红
十字会、呼和浩特市
红十字会组织近百名
红十字春运志愿者在
呼 和 浩 特 市 的 火 车
站、汽车站等场所，开
展行李搬运、乘车指
引、防疫消杀、应急救
护等便民志愿服务，
为旅客安全出行保驾
护航，为春运增添一
份温暖。

见习记者
李存霞 摄

■新视界

市民堆“冰墩墩”感受雪趣

红十字志愿者
温暖助力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