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苏宁89岁的老母亲在家中不慎摔伤。解放军第211医院医护人员闻讯立即

出诊，把老人接回医院精心救治。图为该院骨二科救治小组正在为老人家进行伤口洗消。 王志超摄

与改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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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记者在空军军医大学强
军网公布的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表
上看到，今年该校 180 多名自愿转改
文职的干部中，博士 140 多人、硕士
20 多人，其中高级职称资格的 40 多
人，转改文职人员的比例高达退役总
人数的63.1％。

据该校领导介绍，他们结合大学
建设发展目标和新编制等情况，统
筹干部退役和转改文职人员工作，
充分运用转改政策，积极研究针对
性措施办法，多措并举大力推进转
改工作，切实走开干部消化和人才
保留新路子。

凝心聚力强军梦

转改通知下发不久，该校主任医
师、“长江学者”“973计划”首席科学
家金岩，就郑重向组织递交了转改文
职申请书。

金岩在科室与青年干部谈心时，
语重心长地说：“经过多次听有关转改
文职人员政策宣讲，大家应该明白，
不管以什么身份工作，都是围绕着军
事医学发展，我和你们一样对未来充
满信心。”

去年转改工作启动以来，该校党
委“一班人”分头前往挂钩单位宣
讲转改政策，单位领导深入挂钩科
室面对面交流思想，基层科室主任
一对一与所属人员谈心交心，帮助
大家算政治账、平台账、发展账，
多思入伍初心，多谋强军伟业。唐
都医院用诞生于中央红军医院的发
展史引导广大干部传承红色基因，
通过分个人和科室两次思想摸底，
扎实做好一人一事的教育宣讲。该

校政治机关设立“热线电话”，收集
意见建议，答疑释惑，回应个人合
理诉求。
“口腔医学一直是我校位居全国

前四的优势学科，有这么好的平台
还怕发展不好吗？”国外名校深造归
来、博士毕业留校的口腔医院口腔
材料学教研室讲师刘世宇，主动给
爱人、口腔正畸科主治医师刘思颖
做思想工作，继续从事他们喜爱的
工作。最终，他们双双选择转改文
职人员。

进退去留看标尺

“实在不行就转文职，还是享受同
样的待遇……”在调研摸底中，该校
发现一些现役干部对转改工作持消极
想法，认为转改文职是“退路”、能
“保底”。该校党委先立规矩、后迈步
子，“留一批、转一批、走一批都坚持
依据强军这把‘尺子’，决不允许有人
借机钻政策的空子”。

去年，该校出台了《调整改革期
间人才保留实施意见》，建立了必须保
留、重点保留、应该保留三个层次的
千余名优秀人才库，发出保留人才的
强烈信号。同时，从政治品格、年龄
结构、学历层次、为军服务、教学能
力、科研成果、医疗水平等多方面进
行分析梳理，按照“以编定岗、以岗
定位、以位定性、以性定责、以责定
考”的人才分类评价考核体系，立起
转改的标尺。
“本来想通过转文职留在这个好平

台上，没想到因为多年前的一个记过
处分，被刷了下来。”谈起自己未通过
转改资格审核，这名同志不无遗憾。

排忧解难蓄后劲

“决定转改时，我没有向组织提要

求，但我的个人发展问题组织都提前想
到了。晋升副教授答辩时，我获得全票
通过，真是没想到。”说起年初的职称评
审，军事预防医学系讲师张维璐难掩兴
奋。

在前期问卷调查中，现役干部普遍
存有对转改文职后可能存在的“发展受
阻”“待遇下降”的忧虑，甚至一些人还
认为不如到地方单位从头发展。随着
转改工作不断推进，从专业发展到福利
待遇，从家庭和睦到单位和谐，该校千
方百计为转改人员着想，让大家吃了定
心丸，“老实人不会吃亏，敢于‘吃螃蟹
的人’一定会转改得体面、发展得称
心”。

除了在今年高职资格评审中，
为主动申请转改的干部实行政策倾
斜外，该校还对首批自愿转改人员
在优先晋升职称、提前调职调级、
提任领导岗位、科研基金资助、公
寓房分配、子女上学入托等方面优
先考虑，让他们尝到改革红利的甜
头。

同时，对前期逐人征求上来的近
百条困难和顾虑，机关各部门主动认
领，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限时解决。西
京医院骨科主治医师叶正旭参加完转
改人员座谈会后，主动为转改工作的
“下篇文章”点赞：“交完表后，组织
还关注着我们的思想动态和我们的工
作情况，邀请我们为改革期间单位建
设发展献计献策，让我们的归属感更
加强烈。”

转身不转轨，归属感源源不断地
释放着干事创业的动力。基础医学
院神经生物学教研室副教授罗层，
交完转改申请书后，又如往常一样
天天泡在办公室里，忙碌着申请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她
告诉记者：“无论身份和服装怎么
变，教书育人的主业和强军报国的
志向不会变。”

军营舞台多宽广
—空军军医大学扎实推进现役转改文职工作纪实

■陈 贺 王 煜 檀 琳

家国情怀

当前，在改革涉及到个人进退留转
切身利益的情况下，面对赴马里维和任
务，是进还是退？这反映的不仅仅是担
当精神，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253 医院，
是一所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医院。
1933 年初，国民党军加紧了对中央苏
区的“围剿”，毛泽东征询时任福建
汀州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的去留意向
时，傅连暲毫不犹豫地说：“跟主席
到瑞金去！”为此，傅连暲雇了 150 个
挑夫，把整个医院搬到了瑞金，创立
了我党我军第一所正规医院，命名为
“中央红色医院”。该院现任院长陈向
军说，从万里长征一路走到现在，这
所医院的红色基因和老院长的担当精
神依然在传承。

3月中旬，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接到
抽组中国第六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
任务后，中心党委把这个特殊时期的
国际维和重担交给了第 253 医院。接
到任务，该院院长陈向军作动员时，
给大家讲了几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其
中讲到，上甘岭战役打响之后，志愿
军伤亡数量陡增，该院接到入朝参战
的通知后，时任政治处主任李生祥和
药剂师赵文英夫妻积极要求入朝参
战。组织上考虑赵文英即将临产，而
且还带着 1 岁多的儿子，就让她暂时
留守待产，但她坚持追随丈夫赶赴朝
鲜前线……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医院
前辈们浴血奋战的事迹，宛如战斗精
神的催化剂，很快催生出全院人员报
名出征的血性胆气。经摸底发现，符

合条件的护理备选人员不充足。在医
院政治机关帮助工作的乌兰，平日负
责老干部工作，第一个向党委递交了
维和申请。乌兰说：“赵阿姨追随丈夫
上战场，我丈夫刘俊文参加过维和
了，我也要去！”当年，刘俊文作为运
输分队指导员第一批赴利比里亚维
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在国外获得
了勋章，回国还立了功。乌兰正是看
中了他的担当精神，才将自己的终身
托付给他。婚后有了孩子不久，刘俊
文就被调到另一支部队任职，乌兰自
己边工作边带孩子。每遇出差的时
候，乌兰就将孩子寄养在战友家里。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乌兰
报名维和的举动在全院起到了示范效
应。消化内分泌科护士长吴莹与乌兰
同样出生于边防军人家庭，跟乌兰同
年出生、同年考入白求恩军医学院、
同年毕业分配到第 253 医院、同批晋
职晋衔。吴莹的母亲是病退军人，13
年来全靠每周 2至 3次透析维系生命，
去年查出肾囊肿出血，因身体状况差
未能手术治疗。吴莹有两个女儿，平
日里主要靠婆婆帮忙照看。吴莹的丈
夫是该院心肾内科主治医师，近年来
出现心律失常，不宜执行出国维和任
务。吴莹认为：“老同学乌兰的家庭情
况比自己还难，她都主动报名参加维
和，我爱人因身体原因不宜去，我必
须得去。”

王伟斌是参加过维和的耳鼻喉科医
生，乔亚群是妇产科主管护师，这对年
轻夫妇是院里的“神枪手”，初选和二
次选拔都顺利过关，并进入到模拟维和

营区封闭集训。医院考虑到工作需要和
家庭情况，最后将乔亚群列为替补队
员，但她在训练中对自己一点儿也没有
放松。她说：“替补队员只有具备或超
过正式队员的素质，才能在关键时刻顶
得上去。”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5 月上旬，记者到模拟维和营区探
访，维和医疗分队正在进行紧锣密鼓
的训练。普外科主任王永兴担任分队
外科组组长，是马里维和期间战伤救
治的骨干成员，多次集中研究了大批
量伤员分类救治问题，常态化进行火
器伤、创伤救治演练，采取“大科带
小科”的办法，维和队员人人学会了
“清创”技能。兰海霞是维和医疗队
的“老大姐”，是维和医疗分队的心
理医生，从封闭集训开始，就积极开
展心理咨询和调适工作。空运后送组
军医王飞的爱人在他集训期间胆囊炎
发作，他陪同妻子做完手术当天就赶
回集训队参加训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出征号
角吹响，口号震天、气势如虹。豪情满
怀的维和医疗队员们头戴蓝色贝雷帽、
佩戴“UN”臂章，那庄严肃穆、义无
反顾的表情，无不彰显医护人员舍小家
顾大家、备战出征担当重任的家国情
怀。

图为第253医院举行维和出征誓师

大会时的情景。 陈 晨摄

铁骨柔情尽显英雄本色
—中国第六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传承红色基因强化战斗精神纪事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通讯员 陈 晨 陈永林

逐梦之旅

前不久，在武警工程大学学术报
告厅，一场隆重的表彰大会正在举
行。在荣立三等功的一排“绿军装”
中，唯一一个穿着学校为非现役文职
人员定制的蓝制服的身影格外引人注
目。

她叫汪小琳，是基础部外语第一
教研室的一名非现役文职教员。走下
领奖台，看着学员们向她热烈地鼓掌
祝贺，汪小琳的眼眶不禁湿润。回首
自己别样的军旅人生，她感到无比自
豪。

汪小琳自小一直有个从军梦。研
究生毕业后，她谢绝了一家外企的优
厚待遇，毅然选择到军队院校，成为
一名非现役文职教员。“报国从军我们
能理解，可你还不是真正的军人，图
个啥？”得知汪小琳的选择，父母和亲
友都不理解，但汪小琳心中却有个信
念：我爱的是这支军队，只要能到军
营，蓝制服、绿军装，在我心中一样
重。

站在军校的三尺讲台，瘦弱的汪
小琳却有着无穷的精力。3年来，汪

小琳承担了全国英语统考迎考班教
学辅导任务，平均每天要上 8 节课，
晚自习辅导到 23 时。去年，汪小琳
因病做了手术，组织安排她休假，
她却没等完全康复就又重新站上讲
台。3年时间，汪小琳所带教学班连
续 3 个学期英语成绩获全校第一；3
名学员获各类英语竞赛特等奖。因
为教学成绩优异，2017 年汪小琳荣
立个人三等功，并被大学评为优秀
教师，作为唯一一名非现役文职代
表上台接受表彰。
“她不仅是我们的好教员，更是我

们的知心姐姐。”提起汪小琳，她带过

的学员无不啧啧称赞。各项赛事前，
她经常在微信群里推送一些竞赛信
息、学习方法，还有一些幽默的杂
文，帮助大家提高能力、放松心情；
如果有学生生病，她都会去探望；无
论谁有什么烦心事找她诉说，她都热
情解答。

谈及作为文职人员的感受，汪小
琳对笔者说：“虽然我穿着一身蓝制
服，但在我心里，那就是‘绿军装’；
虽然我手中没有冲锋枪，也无缘走上
战场，但通过我的努力，可以让学员
们获得更多的知识，让他们变得更棒
更强。”

蓝制服 绿军装
在我心中一样重

—武警工程大学基础部文职教员汪小琳速写

■栗森阳 孟铭浩

创优龙虎榜

5 月下旬，记者在武警黑龙江总
队医院外一科见到黄青远时，顺便看
了看他正在打开的快递，那是一本关
于战场外伤救治的教材。他拿着这本
教材说：“现在医院就诊的社会患者
少了，给了我充足的时间研究主业。
军医的主业就是为战场服务，为打胜
尽责。”

2003 年 7 月，黄青远获得佳木斯
大学医学院胸心外科硕士学位，2007
年 7 月获得中国医科大学胸外科博士
学位，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 20余
篇。入伍 23年来，他始终用行动诠释
着党员的初心、军人的忠心和医者的
仁心。

一天傍晚，一声急迫的呼唤，拦
住了黄青远下班的脚步。“黄大夫，
有 名 战 士 疼 痛 难 忍 ， 您 快 来 看 一
下！”他立刻换回白大褂，一路小跑
来到患者身边。“止痛药用了吗？”黄
青远眉头紧皱地看着直冒虚汗的患
者，询问过病情后，立刻判断出这剧
烈的疼痛是由于胸管所致，而在以前
只有用止痛药才能缓解粗胸管带来的
疼痛。护士回答说：“患者有止痛药
过敏史，所以……”
“快！立即手术！”说罢，黄青远一

头扎进了手术室里。
由于气胸引流术中使用的胸管较为

粗硬，患者术后肯定会有疼痛和异物
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使用止痛药。但
最难办的就是一旦止痛药过敏，患者对
于这种疼痛只能硬挺。
“不行，不能让患者这么硬挺。一

定要在不用止痛药的情况下缓解患者的
疼痛。要不，换管？”黄青远萌发了重
新给患者换胸管的念头，但当时医院所
用胸管的规格都是统一的，根本没有又
细又软的胸管可以用。

黄青远让护士继续陪患者聊天分散
其注意力，他自己则开始在处置室里寻
找能当胸管用的各种引流管，最终他决
定拿较细较软的胃管试一试。

分离肌层、更换胸管、封闭引流
口……黄青远揉了揉发酸的肩膀，大
舒一口气：“手术成功了！”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黄青远

凭借娴熟的技术迅速完成了换管。后
来，黄青远又对胸腔引流管作了改
进，目前使用植入式腹腔引流管作为
胸管，真正做到了微创、无痛、无并
发症、恢复迅速。

身为一名主治医师，黄青远除了日
常的出诊和手术，还会到部队演训现场
调研、深入基层巡诊。

2013 年 8 月，黑龙江同江至抚远
段发生特大洪水，黄青远作为后勤医疗
保障人员被派往抗洪一线，为坚守在抗

洪一线的官兵巡回诊疗。
“医生，这边有名战士累倒了。”闻

声，黄青远一行立刻赶到现场。脸色苍
白，手捂腹部，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直
往下流……可以看出该战士正在忍受着
极大的疼痛。黄青远立即询问该战士的
疼痛时间、部位和性质，通过仔细查体
判断，引起疼痛的原因是肠痉挛。10
分钟后，该战士经治疗疼痛得到有效缓
解。尽管如此，黄青远还是决定再观察
一段时间，直到该战士病情稳定后才离
开。

无影灯下苦练娴熟技能，服务官
兵诠释职责使命。黄青远时刻牢记职
业赋予他的神圣使命，保持良好的学
习习惯，持之以恒地钻研专业知识，
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他说：“作为一
名医生，治病救人、恪守医德是我们
的最高追求；作为一名军医，双重身
份赋予了我双重使命。面对改革大
潮，我当志气不减、士气不衰、标准
不降，坚决服务大局、服从领导、始
终如一，只要能为兵服务、救死扶
伤，无论在哪个岗位，我都感到无比
自豪。”

青云志远 医者仁心
—记武警黑龙江总队医院主治医师黄青远

■本报特约记者 王金亮 通讯员 田 丰 刘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