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头桥镇， 付宝鼎被很多
乡邻亲切地称为 “省钱大夫”。
大家都知道， 付医生看病时时
为困难病人着想， 低价药能治
的，他绝不用贵药；遇到家境困
难的病人， 他总是尽量为患者
减免相关费用。他不仅是“省钱
大夫”，还是“拒收红包”医生。

几年前，一位患者家属手术
前送了个红包给付宝鼎， 被他婉
言拒绝了。 手术很成功， 怀揣感
激，患者家属又一次送来了红包，
付宝鼎再次退回。 在患者准备出
院之际，家属第三次送来红包，付
宝鼎仍不为所动，坚决退回。

头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付宝鼎多次收到病人送来的感

谢信以及锦旗， 赢得了群众的
信任和口碑。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这
是从医以来从来不会忘记的职
业赋予他的使命。

近年来， 付宝鼎荣登中国
好人榜，先后当选为扬州市“十
大最美医生”、“江苏省优秀基
层医生”、“全国群众满意的社
区医生”。

如今， 在各级媒体的宣传
下，付宝鼎成了一个名人，但依
旧勤勤恳恳地治病救人。 当地
老百姓都说：“付大夫虽然名气
大了，可人一点也没变，对我们
还是那么细心周到， 依旧是咱
们的贴心人！” 周信 丁云

三退病人家属送来的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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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如一日
他为“漏心人”义务换药近3000次

中国好医生付宝鼎扎根基层23年，被当地百姓称为“救命菩萨”

一把钳子，在付宝鼎手上，
如同一根绣花针， 娴熟地在范
如勇的胸口进进出出。 一层层
纱布揭开，是一颗跳动的心脏，
隐约可见。

从2003年开始， 在头桥镇
安帖村三组范如勇家中， 每隔
两天就要上演着这样惊心动魄
的一幕。这换药的情形，已上演

了整整15个年头。
“给他换药，义务劳动是其

次。 最重要的是我手里捏着一
条人命。”付宝鼎说。

原来范如勇因左胸神经纤
维鞘瘤压迫左肺在扬州接受了
手术治疗。不幸的是，术后他并
发了支气管胸膜瘘， 切口一直
未能愈合， 在紧贴心脏的胸口

处留下了直径5公分， 深达7公
分，拳头大小的伤口，需要两天
一次换药护理。

因为伤口紧贴心脏， 需要
换药医生有非常娴熟的技术 。
范如勇在市区住院期间， 有一
次换药时，引发大出血，差点丢
了性命。 这让范如勇更不敢轻
易将换药交给卫生院的医生 ，

只好每隔一天， 往返于头桥与
市区之间。

可是，40公里路程的颠簸，
对于范如勇来说， 无疑又是个
巨大的挑战。加上每次往返，都
需要妻子陪伴， 这等于让这个
低保家庭又丧失了一个劳动
力。他希望就近找一位好医生，
解决他的困难。最终，慕名找到
了刚从南京军区总院进修回来
的付宝鼎。

查看完病情， 付宝鼎犹豫
了， 他如实告诉范如勇：“换药
时只要碰伤一点肉芽， 稍有出
血，就会慢慢流进气管，引起窒
息， 我们卫生院可没有抢救的
条件啊 。”话音刚落 ，看到范如
勇失望的眼神， 付宝鼎心头一
紧，他明白，在范如勇的眼里 ，
自己就是他最后的一线希望。

看着这一贫如洗的家庭 ，
看着老范对自己的信任， 付宝
鼎毅然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
务。

从此，无论严冬腊月，无论
盛夏酷暑， 隔日为老范换药成
了他雷打不动的事。15年来，付
宝鼎免费为老范换药近三千
次， 为这个家庭省下医药费数
万元。

不仅如此，从医23年来，付
宝鼎免费出诊不计其数。

如何利用城市书房加强
与居民的互动？针对年轻爱读
书的居民人群，玺园社区利用
入户走访建立了微信群 。“以
下是近期城市书房更新书目”
“你们的孩子还需要看什么类
型的书？” 社区工作人员事先
利用微信群与居民沟通，再与
扬州图书馆工作人员联系，及
时做好城市书房图书资源的
调配工作。

现在曲江城市书房的图
书资源不定期更新， 在这里，
无论是学生、老人、年轻人，都
能找到满足自己喜好的图书，

享受与书本的独处时光。
辖区内居民对于读书有

着热切需求 ， 玺园社区负责
人当下思考的是如何将城市
书房与社区打造的文创街区
远景特色目标相融合 。 玺园
社区正在考虑如何在高颜值
之 外 持 续 增 强 书 房 的 软 实
力 ，以提升居民黏性 。未来 ，
社区将 “链接 ”起团队资源 ，
寻找一些阅读推广人专家资
源建立起 “领读人资源库 ”，
在社区培养一批 “领读爸爸 ”
“领读妈妈 ”等 ，吸引居民爱
上读书，享受书香。

首届中国医师节

扬州医师风采

8月8日，中国
文明网揭晓了“中
国好医生、中国好
护士”7月月度人
物，扬州市广陵区
头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付宝鼎成
功入选。

付宝鼎23年
来扎根基层，每年
免费出诊百余次，
为行动不便者上门
治疗，为家庭困难
者节约开支；15年
如一日，两天一次
为一名胸膜瘘患者
义务换药，被当地
百姓称为“救命菩
萨”。面对老百姓的
点赞，他说：“做医
生，道德最重要，一
颗为病人着想的心
就是一剂良药。”

去年底，国务院批复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的8月19日设为“中国医师节”。在我们身边有一群
医者，他们默默地奉献在自己的岗位上，用爱心、技术和汗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为庆祝首个中国医师
节，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向生命致敬，为医者喝彩。

编者
的话

付宝鼎是一名外科医生，
1995年被分配到头桥镇卫生院
工作。当时头桥镇交通落后，老
百姓就医困难。 面对当时卫生
院的状况， 怀着对医学事业美
好的憧憬， 他也曾有过离开的
念头。

但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他
接触当地百姓越来越多 ，深
深的觉得当地需要医生 ，他
就留了下来 ， 这一留就是23
年 。

他从来就没有节假日的概
念，常常加班加点，无论春夏秋
冬，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在门诊
病房， 还是在无影灯下以及危
重病人的抢救现场， 总能看到

他忙碌的身影， 即使轮到他休
息，医院或者患者一个电话，他
又急忙赶到。 他的手机24小时
开机， 群众有什么事打个电话
就能找到他。

有一次， 他女儿高热惊厥
被家人送到医院， 而当时他正
在手术台上抢救一位病人，无
暇顾及女儿。

还有一次，付宝鼎母亲因
食道病变在扬州动手术，本该
守在手术室外的付宝鼎，却忙
着抢救病人。等他忙完工作后
赶到医院时，母亲的手术已经
结束。面对母亲，他愧疚不已。
他说：“我是儿子，更是一名医
生，看病救人是我的责任。”

为胸膜瘘患者义务换药15年

心系病人，“忘了”生病的家人

晚上9点，曲江城市书房依然灯火通明，座无虚席，满眼都是捧书阅读的居民———

13日晚9点，
市民曾祥妞带着女
儿来到位于观潮路
中海玺园小区东侧
的曲江城市书房。
推开门，尽管时间
已是晚上9点，但这
里依然灯火通明，
座无虚席，到处都
是捧着书在专心阅
读的人。步入其中，
城市书房的颜值也
很高，书房内部功
能齐全，明亮的阅
读空间，大气而温
馨，市民可以根据
自身喜好围坐阅
读，去除浮躁，享受
读书的乐趣。

今年1月份曲江城市书房
正式开馆接待市民。

“如果有个地方能够召
集爱好读书的居民一起聚一
聚 ，聊聊书 ，说说话 ，或者推
荐一些好书多好啊 。”曲江城
市书房开放后 ， 玺园社区在
日常入户走访中 ， 辖区退休
居民朱雪俊嘴边念叨的一句
话 让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若 有 所
思。

“既然城市书房就在居
民家门口，为什么不成立个读
书会呢？” 玺园社区负责人介

绍说， 今年4月， 玺园老年读
书会成立了，成立初期就有10
多名中老年人报名加入读书
会，目前读书会的成员越来越
多。

读书会定期活动的场所
就在城市书房，大家每次来到
城市书房里， 一坐就是半天，
看书时聚精会神，交流时轻声
细语。 大家说 ：“读书已经成
为我们一辈子的习惯，而家门
口城市书房环境好舒适度高，
在这里静静地看一本书，是最
好的生活状态。”

这个城市书房

曲江城市书房是2017年扬
州第二批城市书房之一，与广陵
区曲江街道玺园社区办公大厅

隔墙相连，装修风格现代、简约。
玺园社区负责人介绍说 ，

城市书房能够最终 “花落 ”玺
园社区辖区 ，也是费了一番苦
心的。2017年年初开始， 社区
在入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时

了解到居民们有阅读需求 ，对
调查问卷的统计显示需求量

达到了82.7%， 社区便积极向

有关部门争取 ，希望把社区的
一部分空间腾出来作为阅读

空间。
经过层层角逐、四次评审，

扬州市图书馆最终同意将曲江

城市书房设在玺园社区辖区 ，
曲江街道也高度重视城市书房

建设，从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设计图一遍遍修改、 效果慢慢
呈现， 这个城市书房的每一处
都凝聚着曲江街道和社区工作

人员的智慧与汗水。

层层角逐，书房选址玺园社区

拓宽书房功能，成立读书会

书房为载体，加强与居民互动

有颜值有人气

我市A型血库存量偏紧
高温、事故多发等致季节性缺血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昨
天，记者从市中心血站获悉，近
期血站库存偏紧，其中，A型血
库存量最少，仅剩四天用量。请
A型血的市民奉献爱心， 献上
热血。

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介
绍，正常情况下，A、B、O三种血
型的血， 每天需保证60个单位
（每个单位200毫升）的库存量，
AB型血每天需保证16个单位
的库存量； 而各血型的安全库
存量，一般是7到10天，低于5天
就要启动一级预警。

每年6月底到8月， 都是临
床用血紧缺时期。

据介绍，这种季节性缺血，
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存
在，一般在春节期间和夏季出
现。夏季发生的原因有以下几
点：首先，夏季气温高，街上人
流量少，参与无偿献血的人相
对减少 ， 导致街头采血量不
足；其次，高校放假，以学生为
主体的献血人群减少，血站血

液库存量下降； 再次就是，夏
季是交通事故和多种疾病的
高发期， 用血量有所增加。事
实上，一起车祸事故有时需要
10人的献血量，一起火灾发生
时则需20人的献血量才能挽
救一个人的生命 。同时 ，血液
病患者往往需要依靠输血支
持治疗，从而也会增加临床用
血压力。

在季节性缺血之外， 还有
一种称为结构性缺血， 是指因
某一种或几种血型的血减少，
而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据了解， 在我市主要是A
型血经常处于紧缺状态， 而其
中的原因较为复杂， 受多种因
素影响。 首先， 人的血型分为
A、B、O、AB四种， 在人群中的
比例通常为3∶3∶3∶1， 这一分布
比例， 却不与用血人群的血型
分布相一致，即“如果在某个时
间段， 用血病人集中在某一血
型时， 就很容易造成这一血型
的库存不足”。

通讯员 刘君 华娟

记者 赵磊

扬州中燃LNG储备站
储罐吊装到位

市委市政府2018年度民生幸福工程项目———

本报讯 （蔡健 张孔生）昨
天，扬州中燃LNG(液化天然气)
应急调峰储备站建设项目传来
喜讯，储罐吊装昨天全部完成，
为年底建成投入运行奠定了基
础。

由扬州中燃承建的 LNG
(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储备站
项目， 是市委市政府2018年度
民生幸福工程“1号文件”项目。
2017年度冬季全国性的气荒，
上游的日供气指标严重不足。
由于扬州没有LNG储存设施 ，
保供手段单一， 在保障居民生
活用气的前提下， 不得已对部
分工商业用户实施了限制供
气。为给全市用气多一层保障，

扬州市委市政府将LNG应急调
峰储备站建设列入了2018年度
民生幸福工程“1号文件”，今年
必须完成工程建设。 扬州中燃
投资3000万元， 建设LNG应急
调峰储备站。 今年年底建成投
用后， 可储备一定量的液化天
然气， 大大缓解天然气供应压
力。

昨天在现场记者看到，吊
装到位的储罐共有6个。 据了
解， 扬州中燃LNG储备站一期
工程今年3月正式开工，总储气
容积900立方米，设置6台150立
方米LNG储罐 ， 站房260平方
米， 地上消防水池800平方米，
计划于今年11月前建成投营。

昨天，台风过后，扬城天气晴朗，呈现出蓝天白云的美景。不少
市民也走到户外，亲近大自然，享受生态福利。

台风“吹”来水晶天

作家钱艺兵获
“廉动全球”征文奖
本报讯 （冯丽） 日前，由

《清风》杂志社、全美中国作家
联谊会、 中国青年作家学会联
合主办的 “廉动全球———传承
好家训,培养好家风”全球华人
征文大赛在北京揭晓。 扬州作

家钱艺兵的散文《子孙虽愚，诗
书需读》荣获三等奖。

本次大赛历时一年有余，
吸引了20多个国家2万余华人
作者参赛， 经评委多轮公平公
正评选，最终决出名次。

付宝鼎正在为胸膜瘘患者范如勇换药。

曲江城市书房内景。

（上接1版）很快得到了广泛认
同。正如“夹菜用公筷”，有专家
认为，“使用公筷， 既能保留我
们传统文化的热情， 也能展现
我们的文明进步”。有游客到了
扬州之后大发感慨，认为“万水
千山走遍，这里值得眷恋”，“夹
菜用公筷” 符合人们对扬州这
座城市的向往。

二是抓实了。确实，文明习
惯养成不易， 但决定一件事要
不要做， 不是看其难不难而是
看其要不要。 只要在价值判断
上需要去做， 那就要下气力去
做。“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
大事，必做于细”。文明习惯养
成也不例外， 不择细流方成其
大，在推进和培育的过程中，必
须体现落细落小落实的要求。
“文明有礼二十四条” 推出以
来， 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细
致的工作， 市民们也从细节做
起，从日常做起，“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日

日做，不怕千万难”。“扬州文明
有礼二十四条” 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
付出长期努力， 不可能毕其功
于一役。 市委书记谢正义在市
委七届六次全会结束时的讲话

中指出，目标再宏大，任务再艰
巨，只要我们一件接着一件干、
一年接着一年干， 就一定能够
干成。文明养成也是如此。忆往
昔，我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
升城市文明程度， 不正是如此
吗？从方法论上讲，既要有信心
也要有决心， 既要把当前形成
共识的相对容易做的事情做

好， 也要按照既定方案一步一
步向前走。

任何远大的目标， 都不会
在轻轻松松、敲锣打鼓中实现，
文明养成需要“日日行”精神。
市民是城市的主体，你怎样，你
的城市就怎样。让我们实践“文
明有礼二十四条”， 当文明人、
说文明话、 做文明事、 行文明
礼，把最美好的形象展现出来。

（上接1版）
每到一处观摩点， 来自机

关、 企业的观摩人员都在用手
机拍、本子记。宝应机关事务管
理局副局长魏强告诉记者，的
确学到了不少经验和做法，这

次回去要结合宝应的特点做一
些宣传标牌放置在每个餐厅，
所有的公务接待以及机关食堂
都要切实推行公筷，把“形式”
变成“行动”。

使用公筷 文明有礼看细节

文明养成需要“日日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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