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明：护一方百姓身体健康的乡村医生
马克明，文登区环山街道马

家庵社区的一名乡村医生。40年
如一日，坚守乡村医生的岗位，用
高尚的医德，精益的医术，赢得一
方百姓的赞誉和敬重。

重医术，守仁心，

扎根基层担当奉献

见到马克明的时候，他身着

白大褂，走路步履蹒跚，他说，在3
岁的时候，因脑膜炎后遗症导致

了双腿残疾，这也是他立志学医

的根本原因。

“学医这个念头还跟我爷爷

有关。”马克明说，他的爷爷是个

土郎中，小时候就喜欢跟在爷爷

的屁股后面，给人看病，上山采

药，天天耳濡目染就对看病治病

产生了兴趣。

马克明17岁的时候，生产队
照顾他腿脚不便，又有点医疗基
础，就让他当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从此他就立志扎根农村，为身边
的百姓减轻病痛，普及健康知识。

1980年，马克明外出培训，学
习的第一课就是医德课，从此，医

者仁心也成了他从医40多年的座
右铭。

学习的日子里，他格外留意
前辈的医术，他说：自小接触的草
药多，又受爷爷的影响，中医是国
粹，作为赤脚医生，有传承国粹的
义务，而且他也喜欢在这方面花
时间去研究探索。

学成归来，他立即投身乡村
医疗的宣传中，首先就是普及疫
苗接种的知识，当时大家根本不
重视婴幼儿时期的疫苗接种，他
就现身说法，挨家挨户去动员，讲
解疫苗接种的必要性。

基层工作是最难进行的，有
一个好的开始，以后的工作就容
易开展了。马克明说，他愿意做好
宣传，也愿意在守护老百姓的身
体健康上花心思。

农村生活条件差，卫生条件
也落后，小病不求医也成了常态。
马克明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扎根
基层就是要让身边的百姓有了病
痛能第一时间得到指导和治疗，

从此，他不厌其烦地向村民宣传

生病要及时求医的理念，不在乎

挣钱多少，就要让百姓不会因为

不及时就医而小病拖大，大病拖

重。

同时，马克明还特别照顾那

些贫困户，孤寡老人，每次都是上

门为他们免费看病治病。

一根针，一把草，

身怀秘籍惠及百姓

学无止境。1992年，马克明又

前往北京学习中医，他在原有的

基础上，重点学习了推拿，针灸，

中草药的配制。

马克明说：“中医的博大精深
就是用最简单的银针、推拿、中草
药这些传统医术，最方便有效地
解除老百姓的疾苦。

他说，中医药所具备的简、
便、验、廉很好地契合了社区居民
和农村医疗服务的需求。尽管他
的腿脚不方便，可是他坚持每年
都上山采草药，那些随处可见的
草药能最大程度地解决医药问
题。别小看那些石头旮旯里长出
来的不起眼的草药，这些野生草
药的药劲儿远远胜过种植草药的
药用价值。往往是一点点的药材，

就能起到很大的药效。
在中草药配制上，马克明有

自己独特的配方。他说，有一次社
区里一个男子带着浑身痒痒得难
受的孩子来求诊，正是山上草药
普遍的季节，他就带着这对父子
去了昆嵛山，回来后就用采到的
草药熬制药汤，治好了孩子的皮
肤病。这男子感激不尽，每年都会
和他结伴去山里采草药。

草药配制也不难，可是熬制
草药有一定的难度。什么时候加
什么药材，哪个温度加什么药酒
合适，都有一定的技术，过了，或
者火候不到都会影响药效，也达
不到治病的效果。这些中草药的
熬制都是他亲自尝试以后，才会
给百姓对症下药。他说，当医生就
得胆大心细，有个好的心态面对

各种各样的患者。
正说着，卫生室的门又被推

开了，一个不停打嗝的老人走了

进来，进来就躺到病床上，挽裤

子，脱袜子，动作熟练，打嗝不断。

马克明马上起身端着针灸盒，药

棉，来到患者面前，按压、询问、消

毒、扎针，一套动作下来，打嗝的

老大爷马上止嗝了。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用传统

的中医药医术守护一方百姓的身

体健康，这是马克明行医的初衷。

医者的天空就是无私奉献的天

空，马克明坚守自己从医的初心，

全心为民，不以身残颓废自己，在

乡村医生的岗位上，以责任，担当

和爱心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邢志浩)

生活垃圾分类进医院

二爷回乡
文/徐元皆

二爷站在昆嵛大厦16楼，面
对夜色中，灯光璀璨，高楼林立的
市区，马路上车流涌动，时而如长
龙起舞，时而似珍珠闪闪，时而又
像银河波光粼粼。朦胧的夜幕下，
一座新兴的城市，繁华似锦，拔地
而起。

当年小小县城，一条马路两
道街，喝杯热水转一圈的景象，与
今相比，翻天覆地。我告诉二爷：

“现在文登区已建成观云山居等
配套齐全的生活小区，二百九十
多个。”二爷连连点头对我说：“当
年解放军挺进大上海，也没看到
这样的灯火！”

这一夜，二爷兴奋不已，和我
聊了很多，从小时候缺衣少食，到
十三岁参加“天福山起义”，到马
车店遇险的经过，说了很多。

次日凌晨5点，我陪二爷走出
酒店，迎着旋律“在希望的田野
上”，来到市中广场，尽管晨曦初
照，东方只是微微泛白，可广场上
灯光通明，如同白日，翩翩起舞的
晨练者，随着乐曲的节奏悠然自

得，喜气洋洋。
广场一角，一位鹤发童颜老

者，随着“牧羊曲”旋律尾声抱拳
礼毕。二爷端详着老者，进入沉
思：1941年春，二爷执行任务被日
军追击，慌乱中跑进马车店，店老
板急中生智，把二爷藏在草堆里，
躲过一劫，重回故地，马车店已被
烧毁，几十年多方打听一直无果。

二爷向抱拳老者，打听当年
马车店老板的下落？巧的是，抱拳
老者正是当年马车店老板的儿
子，二爷和抱拳老者紧紧相拥，老
泪纵横，久久不愿松开！

我推着二爷穿过马路，走上
抱龙河北岸，沿着河畔自西向东
而行。东方的太阳探出脑袋，鸟儿
叽叽喳喳喧闹；有几个钓鱼人，坐
在岸边，甩开鱼竿；河中一条小船
马达轰鸣，穿透薄薄的清纱，向上
游驶去；两对岸一幢幢高低不同，
错落有致的楼房，倒影在河水中，
如同海市蜃楼。

回到酒店，一桌家乡菜满满
家乡味儿，威海“四海面酱”沾宋

村的大葱、萝卜，昆嵛山的盐“香
椿”，长会口的“蜢子虾”，姚山头
的“姚米”鸡蛋汤；饭食是“昌阳稻
米”加晒字的“红豆、绿豆、串豆”
杂粮稀饭，葛家的玉米粑粑，高村
的“文登黑鸭蛋”。二爷逐个品尝
后对大家说：“这才是家乡的味
道。”

饭罢，二爷一行沿“抱龙河”
转了一圈，又游览了“召文台”经

“文登学公园”驶向胶东革命圣
地——— 天福山。1937年12月24日，
打响胶东抗日革命第一枪的“天
福山起义”就在这里发动。

二爷走进起义指挥部会址，
脱帽向“理琪等领导人塑像”致
敬；登上起义举旗旧址，走进“天
福山起义纪念馆”，面对一件件土
枪、大刀、长矛、影像、图片，感慨
万千，他向身边人们娓娓道来，那
峥嵘岁月……当二爷看到理琪的
手枪和公文包，久久凝视，流下思
念的泪水。

走出纪念馆，二爷向参观的
人们，作了一场传统教育报告：弘

扬“天福山起义”的爱国主义精
神！党旗飘扬，唤醒人民挺起民族
脊梁……

车队驶向生养二爷的故乡，
平展的柏油马路，直达那个小桥
流活水，民舍倚青山的村庄。

村党支部书记告诉二爷，村
里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楼房，水电、
通讯、管网畅通，设施齐全，全村
的老人都实现了老有所养，不仅
有补贴，还能享受免费就餐。二爷

听在耳中喜在心头，托村委转赠
学校和老年公寓5万元爱心款。

临别时，二爷来到村里那口
老井，深情凝望。我想起几年前，
二爷回乡创作的歌曲《故乡的老
井》：想起故乡那口老井，圆圆井
口，石板青青；儿时的记忆依旧清
醒，井水有过爷爷的身影，啊，家
乡父母不再年轻。老井，老井，
故乡的老井；老井，老井，故乡的
深情，故乡的深情，故乡的深情！

近日，文登区宋村中心卫生
院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进医院宣
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到门诊大厅
及科室向病人及家属讲解生活垃
圾分类的有关知识，按照厨余垃
圾(如瓜果皮、蔬菜、变质食品
等)、可回收垃圾(如废纸、废塑
料、废金属等)、有害垃圾(如废电

池、废水银等)、其他垃圾(烟头、
破碗、大骨头等)的标准配备分类
垃圾桶，并在院内发放垃圾分类
宣传单，让前来就诊的患者及家
属了解垃圾分类的好处、怎么进
行垃圾分类，同时还在大屏幕上
播放宣传片、宣传标语，在医院内
营造了浓厚的垃圾分类宣传氛
围。

通过宣传活动，让每位患者
及家属知道“环境关系你我他，垃
圾分类靠大家”和“低碳、绿色、环
保”的绿色生活理念，大家一致表
示今后要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
作中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从观
念上转变，从源头上控制，减少垃
圾的产生，养成好习惯，共同建设
美丽城市。 (杨卫)

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
连日来，文登区宋村中心卫

生院积极组织开展“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让民
法典真正走进群众生活。

医院把民法典纳入职工应知
应会法律法规清单中，纳入各科
室的学习内容，推动全体职工做
学习、遵守和维护民法典的表率，
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
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为加强院
内宣传力度扩大覆盖面，医院还
发动全体职工积极参加中国普法
微信公众号开展的“民法典有奖
竞答活动”；利用电子屏循环播放
民法典相关内容；借助公共卫生
查体等时机向辖区居民群众开展
民法典宣传，在医院内形成一股
宣传民法典的热潮。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民法

典得到有效广泛地宣传，提高了
群众对民法典的认识和理解，不
断提升群众依法维权、依法办事
的意识，让群众真实感受到民法
典的重要性，在全辖区内形成了
良好的学习宣传氛围，促使越来
越多的群众加入到学习贯彻民法
典的队伍当中，取得了良好的普
法效果。

(杨卫)

承诺戒烟 共享无烟环境
5月31日是第34个世界无烟

日，本次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承

诺戒烟，共享无烟环境”。近日，文

登区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北

山社区广场开展“世界无烟日”健

康教育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前来咨询的群众

络绎不绝。医务人员免费为群众

量血压、测血糖、进行心电图检查

等，还向群众现场讲解烟草对健

康的危害知识，普及戒烟的方法，

发放世界无烟日宣传材料，并对

群众提出的如何戒烟方面的问题

进行耐心解答。

此外，中心还通过播放电子

屏、张贴海报等多种形式大力宣

传“世界无烟日”活动，进一步呼

吁大家遵守社会公德，为了自身

和家人的健康，减少二手烟带来
的危害，积极参与到戒烟行动中
来。

此次“世界无烟日”健康教育
咨询活动，不仅让广大群众对“世
界无烟日”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
居民充分认识到吸烟的危害，进
一步提高居民戒烟的意识，为营
造健康无烟的生活环境提供保
障。 (赵照)

文登区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民法典》进社区活动

5月26日上午，文登区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民法
典》进社区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开展法治宣传知识讲座，向群众
重点宣传《民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并详细讲解了《民法
典》中新增的各类法律条文以及如何运用《民法典》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让广大居民群众知晓“民法典是民事权利的宣言
书和保障书，大到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小到缴纳物业费、离婚
等民事条文，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

此次《民法典》进社区活动,加深了辖区居民对《民法典》
的认识和理解,让《民法典》真正走进居民的生活中，在社区内
营造了全民遵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深入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和知识普及工作，
让民法典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法治保障，走到群众身边、走进
群众心里。 (赵照)

“银龄安康”保险惠及14万老年人

文登区财政局投入资金148万元继续为全区14万名60-
80周岁老年人投保“银龄安康”保险。被保险人在日常生活中
发生的意外伤害门诊或住院，包含猫爪狗咬均可按规定予以
报销。该项举措有效提高了全区老年人的抗风险能力，减轻群
众负担，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田媛媛)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诚信执法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切实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

依法行政水平，深入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诚信执法，近日，
文登区财政局组织全局执法人员参加市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
训班，深刻领会民法对行政法的基础性作用，领悟民法典的精
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将信用建设、行政处罚与民法典的运用紧
密联系，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法治政府奠定基础。 (刘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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