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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艳霞 通讯员 孙小明 朱盈锟

核心提示

一个女人!

"#$%

米的修长身材!白晰

的皮肤!文静的性格!言行举止处处给人

以美的享受" 似母亲般慈爱# 姐姐般亲

切!又似阳光般温暖#鲜花般芬芳!更若

天使般美丽善良#济苦助难#救死扶伤$

从
&'

岁到
()

岁! 她把人生最美好的年

华全部奉献给了护理事业$

")

个春秋!

她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 却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护士的白衣天

职$从一名普通的护士到感染科护士长!

她一直微笑地忙碌着! 用心体会护理的

酸甜苦辣!用爱书写生命的篇章!感动着

身边许许多多的患者及家属$ 她用那温

暖% 充满爱的双手无数次地帮助着困境

中无助的病人! 用爱和责任挽救着患者

的生命!让他们的生活再度普照阳光&她

就是'河南省最美护士(%郸城县人民医

院感染科护士长刘敏$

刘敏 !女 !汉族 !河南省郸城县人 !

")*$

年
""

月出生! 本科学历! 主管护

师!连年市"县艾滋病医疗救治先进个人

获得者# 大家都说刘敏和艾滋病形象大

使濮存昕一样! 是郸城县艾滋病患者的

贴心人$时间长了!刘敏就有了一个响亮

的外号%%%&郸城濮存昕'$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全科医务人

员祝您生日快乐('在轻快的)生日快乐*

乐曲声中! 一位脚步轻盈的白衣天使捧

着生日蛋糕!走向躺在病床上的患者$病

床上的患者惊讶万分! 连声询问+&刘护

士长!我生日你咋记恁清楚, 谢谢你( 谢

谢大家( '

这医患和谐的真实一幕! 就发生在

郸城县人民医院感染病区$ 手捧蛋糕的

白衣天使!就是该病区护士长%%%刘敏$

刘敏不仅记得病区每位住院患者的生

日! 还坚持在生日当天组织科室人员为

他们送生日蛋糕和祝福$用刘敏的话说!

不仅要在工作上关心照顾艾滋病患者!

还要从生活上给予他们关怀呵护! 鼓励

他们树立抗击病魔的信心! 以实际行动

来尊重艾滋病患者!关爱艾滋病患者!帮

助艾滋病患者$

寒境励志 终圆"提灯女神#之梦

")*$

年
""

月! 刘敏出生在郸城县

李楼乡一个农民家庭
+

兄妹
,

人!家境贫

寒!但刘敏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

中时期! 刘敏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一本

描述克里米亚战争的书籍! 文中有关弗

洛伦斯-南丁格尔主动请缨担当&提灯女

神'的情节深深打动了刘敏$从那一时刻

起! 刘敏就暗下决心! 长大要做一名像

&提灯女神'一样的&白衣天使'$

"))(

年!刘敏以
,'%

分的好成绩考

入周口卫生学校$

"))$

年!学业有成的

刘敏被分配到郸城县人民医院做了一名

护士$ 由于实习期间她给大家留下勤奋

好学.吃苦耐劳的好印象!报到第一天!

各科室护士长都争着抢着要她! 但她选

择了别人都避退三舍的感染科$ 这个科

室的患者患有各种传染病!甲肝.乙肝.

丙肝. 艾滋病等! 他们需要常期服药治

疗!病人情绪不稳定!给护理工作带来不

小的难度和风险$ 但刘敏却坚持了自己

的选择!哪里最需要她!她就去哪里!她

说选择了护士这个职业就意味选择了奉

献$她暗暗发誓!一定要用爱心.耐心.细

心和责任心去善待每一位病人! 用 &四

心'和实际行动来诠释南丁格尔誓言$

进入感染科工作后! 刘敏用心护理

着每一个患者!从不嫌脏怕累!并主动替

患者着想保护患者隐私$ 一些艾滋病病

人到医院时全身都是灰! 清理工作都要

做上半天$有的患者对生活失去信心!甚

至对社会产生对立情绪! 经常提一些无

理要求!刁难.辱骂医务人员$ 刘敏总是

悄悄地忍下来$她理解这些患者!谁患上

艾滋病都一样难受$ 每次给艾滋病人穿

刺时!刘敏生怕患者觉得被人歧视!于是

她就尽量不戴手套$更有甚者!曾经有一

位艾滋病人突发呼吸衰竭!情急之下!刘

敏口对口为她作人工呼吸$ 事后亲友们

都说+&刘敏!你是在拿命工作啊('是的!

刘敏就是用生命来热爱自己的职业$

曾经有一次! 为一名艾滋病人治疗

时!病人情绪不稳定!一把将刘敏推倒在

地!刘敏的额头碰在尖锐的桌角上!鲜血

直流$刘敏一边捂着伤口!一边心平气和

地和他沟通!直到他配合治疗$一位同学

知道后!问刘敏+&你真傻呀还是假傻!干

嘛对艾滋病患者这么好,'刘敏说+&正因

为他们是艾滋病患者! 我们才更要善待

他们!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让

他们体会到人间自有真情在$ '

别的年轻护士受不了社会的压力!

为了找个好对象主动要求调离! 她却始

终在那里坚持!病人离不开她$

精益求精 用心感动身边每个人

由于工作出色!

&''*

年! 刘敏担任

传染科护士长$刘敏身上的责任更大了!

她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自己每天早上
*

点半之前必须到医

院! 万一有事迟到
,

分钟也要请假$ 同

时
+

她也告诫身边的每一位护士必须有

爱心.有同情心
+

每天提前到达工作岗位
+

把患者当成亲人
+

想患者所想
+

急患者所

急$ 哪个护士家里有事! 她都主动顶上

去!经常推迟下班时间$

时间长了
+

她家里人都明白!她工作

忙!接孩子放学的事一般不交给她$仅有

的几次接孩子!她都给忙忘了$孩子五岁

那年冬天!她接孩子迟到了近一个小时!

孩子冻得受不了大哭起来! 她抱着孩子

也哭了起来$ 回到家
+

丈夫本来想发火!

看到母女俩都哭也就作罢了$他明白!妻

子不是有心为之!的确是她工作太忙了!

太敬业了$ 女儿现在也
"(

岁了!她非常

懂事!不仅不抱怨妈妈对她关心少!而且

还给刘敏很高评价+&我敬佩妈妈
+

她有

爱心!讲信用$ '

即使工作再忙! 刘敏从不会忘记公

婆的生日$她总是提前把礼物买好送去$

婆婆十年前脑干出血! 她主动担起照顾

婆婆的责任! 每天早起把早饭做好送去

公婆家!晚上回来给公婆洗衣服$丈夫对

此非常感动!也就全力支持她工作$

一位张姓艾滋病人!家庭特别困难!

还有两个孩子正上初中$每到寒暑假!刘

敏都会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学习和生活用

品!送到孩子手中!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每年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日!刘敏都会

安排自己值班!和病人们共度佳节$艾滋

病人的直系亲属生病住院! 只要刘敏知

道!都会帮助他们挂号.联系诊查.办理

住院手续!忙前忙后!有时候还会亲自全

程陪同$时间长了!很多艾滋病患者都把

刘敏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有什么心事都

愿意和刘敏沟通! 配合规范治疗的积极

性也高了$

感染科里曾经住过一位艾滋病人!

脾气很暴躁! 动不动就冲医护人员发火$

一次! 刘敏试着和他拉家常时才知道他

有一个
",

岁的女孩! 得知父亲身患艾滋

病后天天逃学在外! 提出要断绝父女关

系$

看着患者眼泪巴巴的样子! 刘敏心

里一阵酸楚$几经周折!她找到这位女学

生!并把她请到医院里!耐心地为她讲述

其父当年靠卖血养家糊口的艰辛历程
+

让她透过传染病房纱窗了解父亲的痛

苦!介绍艾滋病传播方式和防治知识$随

后!刘敏又通过当教师的丈夫!把孩子转

学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女孩成绩进步

了! 每逢星期天就主动来到病房看望父

亲$从那以后!这个病人再也不冲医护人

员发火了!一见到刘敏他就一口一个&恩

人'地叫着$

躬耕杏林 倾注真爱福满人间

&''-

年大普查活动中! 杨伽林
.

化

名
/

被鉴定为艾滋病患者$正值而立之年

的杨伽林顿时像泄了气的轮胎! 无法面

对以后的人生之路
+

整日借酒烧愁
+

希望

早日了断自己$

&''*

年初春的一天!长

期腹泻而濒临脱水状况的杨伽林被

&

"&'

'拉进了医院$在杨伽林住院的日子

里!刘敏对他可谓是呵护有加!一人承担

了杨伽林住院期间的所有陪护及护理重

担$为了给杨伽林增添营养!刘敏还常常

在家中煨好鸡汤!然后提到医院!一勺一

勺喂杨伽林喝下$在刘敏的精心呵护下!

杨伽林慢慢好转起来$在刘敏的劝导下!

他开始重新思考如何走好今后的人生之

路$ 后来!在刘敏的帮助下
+

杨伽林的妻

子接受母婴阻断手术并顺利产下一名健

康男婴$ 杨伽林百感交集! 哭求刘敏+

&姐!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就让我做你

的亲弟弟吧('在杨伽林出院后的几年日

子里!无论逢年过节还是偶尔进城赶集!

杨伽林都要为&姐姐'带些自家地里种植

的农副产品!以此报答 &姐姐' 当年的

救命之恩$

刘土地/化名0是郸城县城郊乡王楼

行政村的农民!今年
,)

岁
+

因卖血不幸

感染上了艾滋病毒$

&''*

年夏季!因淋

巴结肿大及合并感染肺结核的老刘住进

了郸城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在长达
*

年

的住院治疗期间里! 老刘亲眼目睹了刘

敏及其同事的艰辛和付出$ 在刘敏的感

召下! 原本性情暴戾的老刘扭转了报复

社会的病态心理!渐渐地变得温顺起来!

以至于在后期和刘敏结下了 &忘年交'!

并义务担当起了传染医区&心理辅导员'

的角色$

&'""

年
)

月 ! 刘敏的父亲被确诊

为肺癌$ 虽然父亲就住在
&'

米外的另

一幢病房楼内! 可刘敏因为工作忙碌只

能抽空前往照料$ 刘敏忙碌而忘我的工

作身影让病区内接受治疗的众多传染病

患者看在眼里 ! 记在心里 $

&'"(

年元

月! 刘敏父亲去世的当天! 来自全县各

乡镇以及住院病区的
%'

余名艾滋病患

者自发地组成吊孝团队为刘父送行$ 这

场面也让刘敏泪流满面
+

更加坚定信

心%%%投身于护理行业! 躬耕于杏林之

间!让安康幸福花满人间!今生她无怨无

悔$

孜孜以求 为生命撑起一方晴空

常言道!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这充

分说明护理工作对病人安全和健康的重

要!也体现出了护理工作必须高度负责.

认真细心的岗位要求$

为了更好地服务患者! 进一步提升

护理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护理水平! 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刘敏主动给自己加压!不

断加强业务知识学习$ 她把学到的新理

论.新知识应用到工作实践中!并升华总

结!先后撰写科研论文
&'

余篇$

&'')

年

"&

月!刘敏参与编写的)浅静脉电凝股

浅静脉窦壁环包治疗下肢深静脉瓣膜功

能不全的临床研究* 荣获省科技成果二

等奖$

&'"-

年元月!她参与编写的专著

)内科护理学*付梓出版!即将全国发售$

为了在科室里形成爱学习. 比学习的风

气! 刘敏还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作为年

轻护士的教育基金! 定期在科室举办讲

座和技术比武$在护士姐妹们眼里!刘敏

是她们的好老师.好姐妹$在刘敏的影响

带动下!科室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她所在

的科室也连年被评为先进科室$

谈及刘敏的博爱之心和其娴熟的护

理技能时! 医院的护理部主任杨玉丽向

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

年元月
&$

日黄昏!天上下着小雪!刘敏下班回家!

发现前方路上不远处有人突然摔倒$ 于

是!刘敏急忙上前查看$摔倒的人是曾在

感染科住过院的艾滋病患者刘明生 /化

名0$当时他大动脉搏动消失!意识丧失!

刘敏现场初步诊断刘某为心脏骤停$ 来

不及多想! 刘敏立即单腿跪地为刘某实

施心肺复苏!并请求围观群众拨打
"&'

$

急救车赶到后! 刘敏陪着患者到医院进

一步抢救.观察!为患者擦洗身体!铺盖

好被褥!开好空调!又守在病人床前整整

熬了一夜$ 患者在&黄金三分钟'内得到

了有效救治
+

清醒过来后的刘明生得知

这一切! 感激地说+&是刘护士长给了我

第二次生命 !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她( '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在播撒汗

水的同时! 刘敏也同样收获着丰收的喜

悦$

&'"-

年
,

月
$

日!由河南省委宣传部.

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河南省卫生厅联合主办的
&'"-

&河南最

美护士'评选活动揭晓!刘敏光荣登榜$

鲜花与掌声过后! 刘敏没有在成绩

和荣誉面前停下进取的脚步$ 她反而感

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变得更加沉重$ 面

对诸多媒体的采访! 刘敏说的最多一句

话是+&感恩每个人
0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

护士!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我最大的理

想就是!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注艾滋病

患者这个弱势群体的队伍中来! 让所有

的艾滋病患者不再受到歧视! 能和我们

一样!共同享受阳光和雨露$ '

)*+,-./012,

本报讯 /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孙守

功 赵彩花0为深入贯彻落实省. 市妇联

关于开展 &我的母亲我的家 ' 系列活

动文件精神 !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细落小落实!

,

月
*

日上午! 郸城

县妇联与县直机关工委 . 团县委 . 县

教体局联合举行了 &相约母亲节传递

感恩心' 感恩母亲节活动启动仪式$

此次活动号召全县各级各单位要结

合各自实际! 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

母亲. 感恩母亲活动! 号召广大干部群

众以实际行动报答母亲养育之恩1 挖掘

和报道关爱母亲感人事迹! 引导社会各

界更加关注贫困母亲! 关爱弱势群体!

营造关爱母亲. 奉献爱心的良好社会氛

围$ 同时! 倡导每一位母亲! 积极参与

和谐家庭. 文明家庭. 节约家庭. 廉洁

家庭等创建活动 ! 进一步树立良好家

风! 引领社会新风! 促进清廉政风$

在启动仪式上! 郸城县妇联发放近

万份倡议书! 号召广大群众为母亲做好

十件小事+给母亲打一个问候电话.打扫

一次卫生.整理一次衣柜.买一件称心衣

服.做一顿可口饭菜.洗一次脚.梳一次

头.做一次健康体检.拍一张全家福.进

行一次旅游! 让母亲感受到儿女的关爱

和家庭的温暖$仪式结束后!巾帼志愿者

('

多人深入巴集乡罗庄等四个村看望

慰问了
$'

名贫困母亲!为她们送去夏凉

被等慰问品$

郸城县妇联负责人表示! 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围绕&我的母亲我的家'主

题!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1开展慰问

贫困母亲.留守母亲.烈士母亲活动1开

展和谐邻里.和谐社区.和谐社会建设活

动!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单位帮助困

难母亲圆梦!营造全社会关爱母亲.尊重

母亲的良好氛围! 激发每个儿女的爱家

情感!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中央花园垃圾遍地无人管理
市民李先生$电话

!#"########

%!西大街中央花园物业常年无人!车辆无

人看管!楼梯公用电灯的电路掐断!小区内垃圾堆成山!请求相关单位关注民

生!切实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西大街占道经营严重
市民张先生$电话

!$%########

%!西大街附近居民很多!人口稠密!西大

街东口每到晚上!小吃摊都摆在了路上!有的建起了永久建筑!车辆进出都非常

不便!问题存在了好多年!为什么一直处理不好) 恳求相关单位给老百姓办点实

事!解决群众的出行难问题$ /本报记者0

!!!!!!!

上图 负责清扫周口大道段的环卫工把垃圾倒在周口大道路边的河沟中 *幼儿师

范学校北侧
"''

米路西+!而距此不远的嵩山路口*周师北墙外+就有一个垃圾中转站,

左图 平原宾馆门前的人行道不知被谁装上了'黄杠杠(!行人只能绕行通过,

/记者 李瑞才 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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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刘敏和同事们在工作

3456789:;<=>?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0

,

月
%

日下

午!我市组织市直.&四区'及驻周各企

事业单位近
,'''

名志愿者! 第三次对

中心城区沙颍河两岸及河道内.护坡上

的沉积垃圾进行集中清理!把&母亲河'

两岸真正打造成集休闲.娱乐.健身为

一体的旅游观光带$

为确保把义务清扫活动落到实处!

当天
",

时许!记者随市文明办.市城管

办.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组成的

督查组走上河堤!看到沙颍河两岸处处

都是志愿者的身影! 他们不等不靠!自

带扫帚.铁锹!在各自的义务清扫区域

里干得热火朝天!很快就把各自的辖区

段清理得干干净净$ 从督查情况看!此

次义务清扫活动参与单位人员到位率

较高!整治效果较好$ 与前两次相比!川

汇区. 周口港区此次参加人员相对减

少1开发区.东新区与上两次相比人员

较多!措施得力!整治效果较好$ 美中不

足的是! 市水务局对所承担的水面垃

圾.漂浮物清理!拆除河道内设置的违

法违规设施任务!仍然没有落实1还有

个别单位清理的垃圾没有收集到指定

位置!直接把垃圾倾倒至河里$

督查组要求市城管办对参与人员

多.积极性高.完成任务好的市纪委.市

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市

委统战部.市住建局.市农业局.市公路

局.市统计局.市文广新局.市体育局.市

规划局.市气象局以及人保寿险周口中

心支公司.省越调剧团等市直及省驻周

单位进行通报表扬!对个别领导不重视.

参与人员少.清理不彻底的单位给予通

报批评$ 希望各单位今后要积极参与集

中清理活动!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