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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辉煌煌中中国国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饶继猛

“最暖消防员”郑海洋

暮色四合， 是万家灯火的温
馨时刻， 而在密云区消防救援支
队溪翁庄中队的训练场上， 消防
指战员正在火热地进行夜间科目
训练。 在这个科目里担任 “1号
员” 角色的是该中队特勤一班班
长郑海洋。 在这个角色里， 郑海
洋要拧起2盘水带、 携带1支水枪
迅速跑到分水器处连接分水器、
水枪， 至射水点成立射姿势， 准
备射水。

2016年2月， 郑海洋通过4个
月的集中新训， 正式分配到密云
消防。 到队后， 郑海洋把基层中
队当成自己加钢淬火、 练好本领
的练武场。 为了提高体能， 练跑

步， 他坚持将沙袋绑在腿上； 练
技能， 他反复向班长们请教。 除
去规定的训练， 郑海洋还给自己
“加餐”， 俯卧撑、 杠铃深蹲， 他
要做到手脚发麻。 日复一日、 年
复一年的辛苦付出， 从 “单杠一
个上不去” 到业务尖子， 到被任
命特勤班班长。

2018年7月16日 ， 密云区西
北部因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
塌方， 郑海洋作为队伍里的 “尖
刀”， 连续奋战在救援一线。 当
天， 郑海洋先后参加抢险救援，
背负转移23人， 协助转移121人。
人民日报、 法制日报、 中国应急
管理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密云消
防抗洪抢险事迹， 郑海洋被网友
称为 “最暖消防员”， 并因表现
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

“能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就是最大价值的体现。” 2018年
11月9日， 消防部队整体转隶移
交应急管理部。 新的起点， 郑海
洋的骨子里更多了一股韧劲。 年
纪轻轻的郑海洋依然以 “现役”
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训练中挑战
自我 、 超越极限 ， 他为自己0.1
秒的突破而欢叫， 为不经意的小
小失误去苦苦思寻。 今年的全员
岗位大练兵竞赛， 郑海洋在绳索
攀爬、 滑绳自救等科目比赛中斩
获前三。

是火场英雄 ， 也是水中蛟
龙。 由于业务突出， 他很快便加
入了国家水域救援队北京大队 。
潜水10分钟， 运动量相当于地上
跑1000米， 体能消耗非常大。 要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潜水员， 不得

不让他再次铆足干劲 ， 自我加
压， 制定训练计划。 平时的训练
科目一个也不落下， 几十斤的水
带甩上百遍， 百余斤的假人天天
都扛， 杠铃哑铃不断加码， 单杠
双杠交替上阵。

他勤学苦练， 终于取得了中
国潜水运动协会颁发的国际潜水
员二星证书 。 2018年5月 27日 ，
中队接到报警称潮白河有一女子
轻生跳河， 他临危受命， 和另一
名队友一同下水成功将轻生者从
水里救了上来。

无数次训练场上挥汗如雨，
无数次烈焰火海中冲锋在前， 无
数次危情险境中救起一个又一个
脆弱的生命……在郑海洋身上，
充分展示了首都消防救援队伍乃
至应急管理队伍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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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 时任北京市西
城区广外医院副院长的刘云军，
根据组织安排来到雪域高原青海
玉树 ， 挂职玉树州卫计委副主
任、 玉树州人民医院院长， 成为
北京对口支援玉树的医疗团队负
责人。 三年来， 在北京青海玉树
指挥部的领导下， 刘云军锐意进
取、 辛勤工作， 探索形成了 “院
长+团队+改革 ” 的医疗援青模
式， 通过 “组团式” 医疗援青工
作， 大幅度提升了玉树地区的医
疗技术水平。 因此， 当地百姓都
尊敬地称呼他为京城好 “曼巴”，
意思是来自北京的好医生。

近年来， 他荣获首都劳动奖
章、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 最美
支边人物 、 玉树州优秀共产党
员 、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
人、 青海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近期， 他完成三年的援青任务，
带着玉树人民的祝福载誉归来。

打破“大锅饭”
让职工收入翻番

2016年8月4日， 刘云军正式
到岗。 刚到医院， 他就遇到了一
件棘手的事情。

“刘院长， 目前咱们医院有
69名职工提出调离、 病退。” 医
院人事部门负责人汇报说 。 听
此 ， 刘云军觉得这太不可思议
了 。 因为玉树州人民医院仅有
280多名医护人员， 怎么会有这
么多人要离职？

为了了解背后的原因， 刘云
军深入调研才弄清楚， 原来， 医
院的绩效分配制度不合理 ， 吃
“大锅饭” 的现象比较严重， 导
致了人心涣散。 “想要理顺医院
的管理， 就必须打破 ‘大锅饭’
式的工资结构 ， 建立与工作数
量、 质量直接挂钩的绩效工资机
制， 这样才能提升凝聚力， 提高
职工工作的积极性。” 刘云军说。

凭借多年来在医院从事管理
工作的经验， 刘云军结合当地实
际， 很快制定出了新的绩效分配

方案： 将原先每个季度30万元的
工资绩效提升到了每月50万元。
同时， 领导干部带头降低绩效，
绩效向临床一线倾斜， 根据职工
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分发， 并
增加夜班费和临聘人员的工资。

“医院从来没挣这么多钱！”
“这改革能行吗 ？” 面对种种议
论、 质疑， 刘云军更加坚定改革
的决心。 他在全院多次召开动员
大会， 深入浅出地给大家伙儿解
释原因， 分析利弊。

“给我三个月， 保证让你们
见 成 效 ！ ” 刘 云 军 笃 定 的 说 。
2016年9月1日， 刘云军上任的第
27天， 新的工资绩效制度正式实
施 。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 原本
“三个月” 的约定， 在第二个月
就有了效果。 住院病人以及医院
每个月的结余都有了大幅提升。
医院收入上去了， 职工的绩效收
入翻了几番， 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也被调动起来了。 刘云军在医院
的改革取得了 “开门红”， 无论
是管理干部， 还是普通职工， 都
对他表示出了钦佩和信任。 这也
为刘云军在医院的后续改革工
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统计， 目前州人民医院医
护人员平均月度绩效由改革前的
人均300多元提高到3300元左右，

提升了9.1倍 ， 彻底扭转了人心
涣散、 积极性不高的局面， 有力
提升了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和创
造性。 数据显示， 2018年和2015
年 相 比 较 ， 门 急 诊 人 数 达 到
129090人次增长了61.05%， 出院
人数增长了85.64%， 手术人次增
加了65.55%， 医院收入达到1.484
亿， 增加了107.1%， 医疗收入增
加了4.75倍， 极大满足了玉树百
姓的健康需求。

三胞胎成活
创当地医疗奇迹

加强科室建设是刘云军到玉
树州人民医院后的一项重要工
作。 为了提升玉树州新生儿的诊
疗技术水平， 他带领医疗团队率
先组建了玉树州首个危重新生儿
救治中心。

2017年3月22日 ， 玉树州人
民医院的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建
成投用的第13天， 三位特殊的患
儿转院至此。 原来， 当天凌晨，
孕期不满30周的卓玛求措在玉树
市八一医院生下三胞胎男婴， 三
个孩子因为早产， 身体状况不容
乐观。 医生告诉卓玛三个孩子可
能没法存活。 正当这一家人都慌
神的时候， 医生提醒说： “到州

医院去， 他们成立了危重新生儿
救治中心， 看看能不能有办法。”

“在玉树州的历史上， 从来
没有三胞胎成活的记录。” 刘云
军介绍说， 这三个患儿刚到医院
的时候全身青紫， 体重最低的不
足1000克 ， 最重的只有1100克 ，
同时还伴有窒息、 器官发育不全
等症状。 因为床位有限， 三胞胎
中情况相对较好的老大住在普通
病房，老二和老三住在救治中心。
可没过多久老大的呼吸状况也不
好。 刘云军通过医院综合调配，
让老大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经
过42天的抢救和护理治疗， 三胞
胎各项体征趋于正常。

“三胞胎出院了！” 这在玉
树当地成了一个大新闻。 此后，
三胞胎3个月 、 6个月 、 一周岁
时， 刘云军都带领医务人员到家
里给他们做了随访和身体检查。
“我已经跟医务人员约定， 要一
直关注三胞胎的成长， 一直到他
们18岁成年。” 刘云军说。

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的建
立， 为玉树州及周边地区的新生
儿提供了生命支持。 据统计， 该
院的新生儿死亡率从 2015年的
13.6%， 降到了2018年的2.3%。

自2016年8月来到玉树州人
民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以来，
刘云军根据玉树百姓的疾病谱 、
多发病和健康需求， 带领医院先
后成立了感染性疾病科、 骨关节
诊疗中心、 包虫病诊疗基地、 危
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眼科中心、
宫颈疾病诊疗中心等14个新学
科， 开设了6个新病区 ， 开展了
168项新技术、 新业务。

严抓“师带徒”
建“带不走的医疗队”

此次北京援建玉树， 其他医
务人员的任期是一年， 刘云军的
任期是三年。上任之前，他就给自
己定下了一个工作目标，“要为玉
树，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医疗就像教育一样， 老师

讲了多少课 ， 医生做了多少手
术， 走的时候就都是零了。 我们
要做到的是， 人走了， 技术要留
下， 把当地的医务人员教会， 造
福当地百姓。” 刘云军说。

此前， 挑选医疗队队员的时
候， 他的心里就有了 “小九九”：
带到玉树的医生， 不光自己的医
疗技术扎实 ， 而且还能带教徒
弟。 现在， 他对医疗队队员的考
核标准里， 不看他们做了多少手
术， 开展了多少义诊， 就看他们
带了多少徒弟， 徒弟的技术到了
什么程度。 此外， 利用北京医生
的专业技术特长， 刘云军制定了
“请进来”、 “送出去” 和 “本院
骨干压担子 ” 三种人才培养方
式， 并实施了 “手拉手”、 “结
对子”、 “传帮带” 人才培养计
划 ， 开展一系列新业务 、 新技
术。 101名医务骨干被外派进修
学习， 成为医院的中坚力量。

“之前玉树州人民医院没有
开展腹腔镜手术， 我来了以后，
就从复兴医院带来了一位腹腔镜
方面的专家。 他在开展医疗救治
的同时， 还手把手的教徒弟， 做
胆囊、 阑尾炎等手术。 现在他的
徒弟都开始带徒弟了。” 刘云军
自豪地说。

在玉树工作， 时间紧， 任务
重， 让谁看了刘云军的工作状态
都觉得他 ， 忙 ！ 可他自己却笑
说， 在这工作， 不能太忙。 因为
当地 4200米的海拔 ， 一急 、 一
忙 ， 就容易胸闷气短 ， 喘不上
气。 刘云军到玉树工作一年后体
检， 就查出了高血压、 高血脂，
三尖瓣关闭不全。 他说， 在这最
难的并不是要承受身体上的不
适， 而是要忍受因为亲人不在身
边的孤独和寂寞。 可实际上， 这
些都没有成为阻碍， 他把自己的
热忱都放在了工作上。

2018年8月 ， 在刘云军和同
事们的共同努力下， 玉树州人民
医院顺利通过三级医院评审， 成
为玉树第一家三级综合医疗机
构， 完成几代玉医人的梦想。

□本报记者 马超 陈曦

京城来的好“曼巴”
———记首都第三批援青医疗队队长、玉树州人民医院原院长刘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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