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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资助
2400多名学生

1953年，17岁的李振
华离开老家南京，来到近
600公里外的山东沂源支
教。从教以来，他每月捐
出工资的1/4，一捐就是
四十多年。1997年退休
后，他只拿出500元用于
生活开支，其余退休金全
部捐出去。为帮助更多孩
子，他还先后干过30多份
兼职，目前已累计资助了
2400多名学生。

据李振华回忆，虽
然生活艰苦，但沂源有
尊师重教的传统，百姓
对知识的渴望很迫切，
对教育很支持。

“最近十年间，随着
国家愈发强大富裕起
来，对教育的投入进一
步加大，沂源教育也就
慢慢发展起来了。”李振
华告诉记者，如今城乡
教学条件得到了很大改
善，现代化教学手段得
到了应用，过去的泥操
场也被修建成了塑胶跑
道，本科升学人数也从
上百人增加到两三千
人，全县文化层次有了
很大提高。

在李振华看来，沂
源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水
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本
科和研究生学历的教师
占到了九成以上，他们
在工作生活各方面都得
到照顾。尤其是农村老
师还有生活补助和交通
补贴，城乡差距在逐渐
缩小。老师们积极投入
教学，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

学校变漂亮了，师
生的精神面貌变好了，沂源教育
部门的工作作风也有了大大转
变：一切为了学生。

据李振华观察，沂源正在抓
领导班子建设。“比如现任白局长

（沂源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白
道德），办公室里根本找不到他。
因为他整天深入基层，下了很大
力气，忙得不可开交。才干了一两
年，头发白得比早先多了，因为他
想的全是教育。”李振华说，“沂源
能摘掉全国贫困县的帽子，教育
应该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回忆起初来乍到的景象，李
振华直言，那时沂源县城还赶不

上南方的一个农村。可
转眼间，这里高楼林立，
交通四通八达，人民安
康幸福。能够见证沂蒙老
区的巨大变迁，他比谁都
高兴。

退休25年
仍坚守教育事业

从意气风发的少年
到白发苍苍的老人，李
振华的眼睛虽然看不清
了，但看未来的方向却
更清晰了，“支援老区教
育、教书育人，我要沿着
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直
到走不动为止。”

记者了解到，在沂源
从教期间，李振华教了一
万多名学生，其中一半以
上成为人民教师。

“当年上学的时候，
学生们提出口号‘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那时他们
就很羡慕当老师，所以毕
业后都愿意当老师。”李
振华回忆，正因如此，走
上教师岗位之后，学生们
在教书育人各个方面都
很努力。“教学的时候刻
苦钻研教材，教学之余做
好学生思想工作，有的甚
至去资助贫困学生，这让
我感到很欣慰。”

李振华举例，比如赵
兴云，她现在是临沂大学
教授。她对待工作非常认
真，在地理学方面的研究
很深入，如今已经是山东
省自然地理学优秀教学
团队的主要成员；再比如
另一个学生王书奇，他现
在是沂源县东高庄小学
校长，不仅资助特殊家庭
的孩子，还用生命去抢救
休克学生，今年教师节被
评为“齐鲁最美教师”。

“我的学生精神面
貌都非常振奋，他们都
在用心做好本职工作，

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我看了
非常高兴。”李振华回忆，他这辈
子有很多转行的机会，但都没有
接过“橄榄枝”。因为在他看来，教
师才是太阳底下最美好的工作。

“只要把学生培养好，他们将来就
能回报社会，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因为热爱，我在退休25年后仍坚
守在教育事业上。”

“我现在主要以激励老师和
学生为主，遇到特殊情况还会继
续扶持。”退休以后，李振华开设
了道德讲堂、孝德讲堂，设立热线
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继续讲好
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记者 张晓光 通讯员 刘滟

一身白衣，不可辜负

“既然穿上这身护士服，就
要对得起它。”这是房晓杰常对
自己说的话。在她看来，护士是
一个平凡而神圣的职业，当然
也辛苦繁杂，“这需要足够的耐
心”。

1995年夏天，从卫校毕业
的房晓杰考入淄博市中心医
院，带着父母的嘱托，她走上
了护理工作岗位。每日几十、
上百次给患者打针、输液，照
顾患者饮食起居，给患者喂饭
喂药，有时还要安抚脾气暴躁
的患者及其家属情绪……这是
一名护士的责任，也是房晓杰
的日常。

当然，有时候，繁杂的工作
也让房晓杰感觉压力倍增，甚
至有些无力喘息。每每那时，她
总会想起父母的声声嘱托。“老
人的一字一句刻在我心上，这
是疲惫时最好的鼓舞。”房晓杰
说。慢慢地，在自我调节和自我
改变中，房晓杰逐渐适应了护
理工作的强度，不仅找到了身
为护士的工作意义，也能游刃
有余地处理各项急难险重的任
务与突发情况。

就这样，20多年来，房晓杰
在一线护理岗位上不断成长，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
担任了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医
院护理部主任。“只要群众和国
家需要，我一定义不容辞上前
线、打头阵，这是医者的天职，
也是人民对我的信任，更是党
和国家的殷切嘱托，我不能辜
负。”房晓杰说。

奔跑支援，步履不停

对于房晓杰而言，护理是
天职，勇敢是态度，奔跑是使
命。

带着这份信念，房晓杰参
加过“4·28”全国特重大交通
事故紧急抢救，也于2008年跟

随“5·12”汶川大地震淄博援
川医疗队参与了灾后重建工
作……“当时的她是全院唯一
的女队员。”淄博市中心医院
方面称。

2020年1月26日，房晓杰跟
随省医疗队再往前线。她回忆，
那是2020年大年初二凌晨两
点，作为山东省援鄂医疗队第
一批队员，他们踏上了大别山
腹地革命老区黄冈的土地。

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的那一刻，房晓杰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为老区群众多争取一份
健康的希望。

1月28日深夜11时，一位80
多岁的老人突发急症，无法喘
息。紧急时刻，现场医生决定打
开气道，立即插管。当时，当地
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因为打
开口腔近距离插管，浓密的气
溶胶最容易造成致命的感染，
但生命危急，所有人顾不得太
多，他们无声地执行着医生的
命令。气道打开的瞬间，随着老
人发出一声猛烈的咳嗽，一大
口浑黄的黏痰喷到离得最近的
几位医护人员的脸上，房晓杰
是其中一位，她的护目镜瞬间
模糊起来。但她来不及擦拭，旋
即又配合着医生操作，对症施
药，稳定血压心跳，恢复血氧饱
和度……半个小时后，老人的
情况终于稳定下来。

不过，房晓杰他们来不及喘
一口气，因为另一场紧急抢救已
在等待……她回忆，那一夜，他
们共救回6位新冠患者。“对于能
救的，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们都
要奋力抢救。”她说。

为了这分希望，奔跑的房
晓杰，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2022年3月，淄博新一轮
疫情突发，她又一次星夜出
发，支援一线。她所带领出的
护理团队更是先后 7批派出
128名工作人员支援淄博市周
村区、淄博经开区，滨州邹平
以及上海等地。其间，这个勇
敢的团队共完成核酸采集任
务近60万人次，一线护理确诊
患者200多例。

与淄博医疗共成长

从青葱年少一路走来，在
淄博市中心医院工作的20多
年，记录着房晓杰的青春，这期
间，淄博市中心医院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老院区的北病房楼建
设到新院区的启动，这些我都
经历过，医院建设得越来越好
了。”望着展示墙上医院建设的
老照片，房晓杰说，十年前，医
院只有1400名职工，1100张床
位，而如今已建设为“一院三
区”，开放床位数4080张，职工
人数也达到近4000人。

事实上，发生改变的不仅
是医院的人才与设备力量，随
着“病有所医”“病有良医”等医
疗发展概念的提出，以惠民为
中心的政策建设也逐渐成为这
家医院乃至整个淄博医疗建设
的中心。

近年来，淄博市中心医院
推出了多项惠民措施，如开展
无陪护病房、住院患者陪检服
务队，开通互联网医院、慢病
管理中心，组织健康早晚市义
诊周、仁爱使者等。此外，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全院职工写下“请战书”立
下“军令状”，始终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毫
不松懈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筑牢了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的安全防线。

青春韶华之时，房晓杰是成
长的亲历者；而在铮铮岁月长河
中，她也是淄博医疗不断发展前
行的见证人。“这十年，我也见证
了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在推动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改变是翻天
覆地的。”房晓杰表示。

医联体、名医基层工作站、签
约家庭医生、打造15分钟健康服
务圈……如此多项惠民措施的
陆续推出，展现出以“惠民便民”
为中心所建设的病有良医、普惠
同质、老有颐养、幼有善育的健康
之城淄博的医疗发展路径。

从一名护理“隐形人”到担
任医院护理部主任，房晓杰是
所有医护人员的“缩影”，也是
城市中最勇敢的人之一。她奔
跑在不同赛道，脚步从未停歇，
勇敢从未迟疑。

谈及过去与未来，房晓杰
说：“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
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
跑，在不同的赛道上，我们永远不
会停歇，为那些需要的人，为守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我们将
一直努力奔跑下去！”

“白衣战士”房晓杰见证淄博医疗惠民十年之变

无悔奔跑，守护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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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李振华见证了沂源教育69年的变迁。“沂源从一无所有到
高楼林立，发生在教育上的变迁是想都不敢想的。尤其最近十年间，农
村学校的危房平房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崭新楼房，现在沂源最好的房
子就是学校。”从教以来，李振华教过的学生已经过万，他还先后资助了
2400多名学生。如今教过和资助过的孩子也陆续开始回报社会了，这让
他格外欣慰。

从一名护理“隐形人”到重症医学科“护理老手”，再到担任医院护理部主任，20多年护
理工作中，淄博市中心医院的房晓杰奔跑在不同的赛道，在完成个人身份转变的同时，也
与淄博这座城市一起向前奔跑向上成长。

她见证着医院以及这座城市惠民医疗的点点滴滴，也参与了奔赴灾区、抗击疫情的特
殊时刻。十年匆匆，青春韶华时，她是亲历者；铮铮岁月中，她是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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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房晓杰(左)在一线护理岗位上不断成长。

““布布鞋鞋校校长长””李李振振

华华退退而而不不休休，，一一直直在在教教

育育战战线线发发光光发发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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