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文慧

房山区人民法院窦店法庭庭长

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妇产科医生

□本报记者 闫长禄

在祖国的大家庭里， 一批又一批
的首都人走进新疆， 走进西藏。 他们
为了新疆、 西藏的发展远离亲人， 来
到支援当地建设的 “前线”。 从进藏进
疆第一天起,他们就把自己当作是西藏
人、 新疆人， 把当地的群众当成自己
的亲人， 把当地的发展当作自己的责
任和使命。 在援藏援疆岁月里， 他们
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一系列恶劣环境，
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 用辛勤
的付出谱写了一首首奉献之歌， 值得
我们为他们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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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帮当地医院填补
无手术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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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石榴籽一样
和维族兄弟心连心

陈军

这两天王文慧又病了， 这是从2017年1月份
来到新疆墨玉县之后， 不止一次生病了， 短短两
个月体重就下降了10多斤， 主要是水土不服造成
的。 “尽管说来这儿吃了不少苦， 但是看到当地
的医疗水平之后， 觉得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
到他们还是挺值的。” 王文慧说。

王文慧是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的
一名医生， 现在是援助墨玉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的男医生。 同时， 他还兼任着墨玉县妇幼保健院
副院长一职。 “来到这里之后， 我深感任务的艰
巨， 尤其是妇科方面一切从零开始， 责任重大。
而我必须建起这个科室， 担负传、 帮、 带的艰巨
任务。” 王文慧说。 为了尽快进入角色， 刚到墨
玉县妇幼保健院的第一个月， 院长就派王文慧深
入到各乡镇医院检查临床科室工作并做简单调
研， 还参加了和田地区2016年下半年孕产妇危重
症孕产妇死亡及新生儿死亡评审会议， 全面了解
妇幼医院工作的实际情况， 为工作开好局打下了
基础。 通过走访， 王文慧发现乡镇医院共同存在
的问题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医护人员严重缺少，
二是医护人员技术水平低。 面对现实情况， 王文
慧及时制作了课件 《妇科常见疾病的诊断与处
理》， 将妇产科专业的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疗规
范与临床思维传授给当地妇产科医生。 “哪怕有
时只有一个听众， 我也耐心讲解。” 王文慧说。

由于王文慧还是医院的副院长， 他要协助院

长抓好医疗业务，负责开展妇产科业务工作，做好专
业技术人员的学习培训及继续教育。 为了更好的帮
扶该院， 王文慧将顺义区妇幼保健院一些先进医院
管理经验及临床工作模式， 引入墨玉妇幼保健院。

在踏遍15个乡镇后， 医院接到计划生育任务。
之前， 该院从未开展过手术， 而这项工作就落在了
王文慧的肩上。 “在院长大力支持下 ， 不懂的地
方， 我及时跟顺义区妇幼保健院联系， 远在北京的
领导和同事都想办法帮助我， 经过和维族同志们共
同努力，我们的手术室很快建了起来。 ”现在墨玉县
妇幼保健院每日可进行15例局麻下小横切口绝育
术， 填补了医院无手术的空白， 借此也提高了医师
的临床操作水平。 如今墨玉县妇幼保健院的床位也
由7张增加到26张。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为进一步提
升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每天早晨，王文慧都抽出半
小时组织大家一起学习临床诊疗规范。 除此之外，
每两周王文慧还会组织科室业务学习或专题讲座。

来墨玉的时间还不长， 但王文慧觉得自己要干
的事情太多了。 王文慧说： “这次来墨玉， 我觉得
挺锻练人的， 自己也收获不少。 能帮助到当地人是
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也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现
在只觉得一年时间短暂。” 王文慧说。

今年48岁的陈军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窦
店法庭庭长。 今年2月16日， 陈军告别家乡和亲
人， 成为了一名 “援疆” 干部。 作为北京市第九
批援疆干部， 他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担任审判员、 审判委员会委员、 副
院长， 开始为期三年的对口支援工作。 “我对新
疆的风土人情还不是很熟悉， 需要 ‘补课’”。 陈
军笑着说。 来新疆之前， 他心里很忐忑。 有对家
人的恋恋不舍， 更有对援疆工作的紧张， 也可以
说是一种责任。

记得登机离开北京那天， 凌晨3点， 陈军的
闹钟响了。 陈军醒来看到客厅的灯亮了。 原来妻
子正在为陈军包饺子。 还是他最喜欢吃的鸡蛋韭
菜馅饺子， 望着妻子的背影……陈军的眼睛顿时
模糊了、 湿润了。 “趁热吃吧， 吃完去机场。 你
放心， 家里有我照顾爹妈、 儿子， 我们等着你回
来。” 就这样， 陈军踏上了援疆之路。

几个小时之后， 陈军便踏上新疆的土地。 天
气成为了考验他意志的第一道关隘。“鼻腔干燥发
炎，两目赤胀，牙龈肿痛。此外，还要减少洗发的次
数，否则会产生脱发的现象。 ”陈军说。 刚来新疆
时， 陈军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 “但既然来了，
就要努力克服， 想想常年驻守边关的解放军战
士， 我们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陈军坚定地说。

刚到和田的第一个周末， 和田地区法院政治
部主任刘天国带着陈军到墨玉县下基层了解民
情———去看望他在吐外特乡木尕拉村一个结对子

的兄弟村民图尔荪·艾合麦提。
“老哥， 今年您有什么打算， 当前家里有什么

困难……” 一进门， 陈军便问道。 图尔荪一家去年
收入16000多元， 卖核桃收入5000多， 外出打工收
入11000多，今年不想出去打工了，想在家里养两头
奶牛，养些羊。 图尔荪带陈军看了去年新盖的北房，
现在正在装修 ， 墙角处还放了一组崭新的炉具 。
“这组炉具还是去年入冬后刘天国送的呢。” 图尔荪
说。 最后， 图尔荪说出了他现在存在的困难， 希望
能向银行贷款， 大家一起帮图尔荪实现了愿望。

当陈军和刘天国再次来到图尔荪·艾合麦提家
时， 在宽敞的小院子里图尔荪一家高兴地唱起了
歌， 跳起了舞。 随行来的翻译阿依古扎丽对他说：
“现在村民意识到， 只要人勤快， 没有不脱贫的 。
我们维族群众从心眼里感谢共产党， 只要在中华民
族大家庭里， 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我们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

援疆的工作还在继续， 尽管今后的路上会遇见
很多困难， 但陈军的信念越来越坚定了。 “援疆工
作， 既崇高又特殊， 我要用实际行动给新疆百姓和
首都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不光要在生活中关心
百姓， 更要在日常的审判中让当地百姓感受到法律
的公平正义与温度。” 陈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