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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领导参加创“二甲”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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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专家在隆林县医院坐诊

一诺 19 年 使命未曾变

——联勤保障部队第 928 医院 19 年对口帮扶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纪实

2020 年 11 月，得知隆
林各族自治县退出贫困县
序列，
70 岁的刘贤志感慨万
千。他从未忘记，
19 年前第
一次走进隆林的那一天。
2001 年夏秋之际，时
任解放军第 187 医院（今联
勤保障部队第 928 医院）院
长的刘贤志，和同事们辗转
多地，搭乘中巴前往广西壮
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
当中巴车行驶在盘山
公路，刘贤志伸头望去，上
方是瀑布，下方是悬崖。在
山路上绕了几个小时，快进
县城时司机说，
“前方桥塌
了，大家下车走路吧。
”
扛着行李，挽起裤脚，
刘贤志和同事们蹚水过
河。到了对岸，仍然没能通
车，大家就这么一路走到了
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那一天，是联勤保障部
队第 928 医院对该县人民
医院开展医疗扶贫的第一
天。从那天起，是 19 年数
千个异地支援的日子。
“我们是兄弟，永远不
抛弃。
”军人的承诺，让军地
两家医院铸成一块铁板，为
地处桂、黔、滇三省交界、大
山深处的隆林各族人民，竖
起最坚强的健康屏障。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
南国都市报记者 贺立樊 通讯
员 张韬 张书松 许南亭/文

翻山越岭进村

并且促进了百色市医院与隆林县医院紧密
型医联体建设。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张建波等当年第
928 医院创评“三甲”医院的骨干们先后前
往隆林，为这场医疗保障升级送去
“东风”
。

番号更迭 使命不变

指导开展消化内镜技术 (本版图片均由医院供图)

使命在老区
聚居着苗、彝、仡佬、壮、汉等五个民族
的隆林各族自治县，是我国仅有的两个各
族自治县之一，却因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影响，
一直戴着国家级深度贫困县的帽子。
地处三省交界，又在大山深处，交通不
便，让常住隆林的 20 多万各族群众遭遇艰
难的求医路。作为隆林唯一的综合性医
院，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下称隆林县
医院)受制于医疗条件薄弱、技术力量有限，
各族群众无法在家门口“看大病”，只能辗
转外出求医，无形中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
机。
“大病不出县”
，
是无数当地群众的心声。
转机发生在 2001 年，党和国家吹响了
西部大开发的号角。联勤保障部队第 928
医院与隆林县医院正式建立医疗对口帮带
关系。巧的是，这两家医院竟然组建于同
一年——1951 年。
“咱们是兄弟，永远不抛弃。”帮扶队员
们的承诺，
让县医院的同事们心里一暖。19
年的帮扶，第 928 医院先后历经 3 次转隶调
整，从原先的“187”变成如今的“928”，却从
未忘记远在 800 多公里外的隆林各族群众。
从 2001 年开始，第 928 医院每年都安
排院领导带队前往隆林，开展为期数月的
医疗帮扶。仅 2016 年以来，第 928 医院就
派出帮扶专家、骨干 22 批 89 人次，援助价
值 875 万余元的先进医疗设备 73 台件，组
织教学查房 147 次、手术示教 68 台次，带教
骨干 26 人。为隆林人民送去先进设备、精
湛医术，帮助当地医护人员提高医疗水平。
数据是浓缩的体现，数据之外，是军人
的使命。当帮扶已成常态，还有一份更重
要的使命，等待他们去完成。

建立更强的保障
2001 年，
联勤保障部队第 928 医院的帮
扶队员们第一次前往隆林时，
张建波才进入

医院两年。作为年轻医生，
他没能随队前往
隆林。羡慕、
向往，
他的心里也有疑惑。
“为什么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开展帮
扶？”直到 2018 年 11 月，已经成为联勤保障
部队第 928 医院副院长的张建波，第一次带
队前往隆林。跨过海峡、越过大山，他才真
切体会到这场扶贫战役的意义。
“即使山再高、路再远，每一位群众都
同样享有优质医疗的权利。”张建波很清
楚，作为军人，就是要竭尽全力，保障这份
权利，
“生命无价，
这是军人的使命。”
19 年来，第 928 医院的每一位帮扶队
员，都牢记这份使命。每一年，第 928 医院
都会记录下隆林县医院的医疗需求，无论
是透析、重症、临床等科室，只要对方申请，
即使是第 928 医院同样紧缺的病理科，全都
毫无保留，倾囊而出。
在持续帮扶下，隆林当地群众都知道
县医院有了一批军队专家，当那抹迷彩出
现时，大家就不必再为
“看大病”
四处奔波。
可是，两家医院的同仁们都明白，仅靠
外在的帮扶，对于当地群众的医疗保障只
是一时。即使近年来，第 928 医院帮扶专家
每年驻隆林的时间不少于半年，却仍然难
以时刻守护当地百姓。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结合全国
各地扶贫攻坚的优秀经验，帮扶队员们找
到了方向：只有帮助隆林当地建立强大的
内在医疗保障，辅以第 928 医院的外在帮
扶，
才能更好地守护当地群众。
近两年，第 928 医院院长黄智、政委刘
向峰轮流带队前往隆林，与百色市、隆林等
有关部门进行密切合作，确立了重要的帮
扶目标——帮助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升入
“二甲”
。
“升入‘二甲’医院，意味着隆林县医院
能够开设胸痛中心、ICU、血透等大病医疗
项目，当地群众再也不必四处求医，在家门
口就能看大病。”张建波与当地同仁密切配
合，为隆林县医院引进了 50 多名各类人才，

2020 年，是全国扶贫攻坚战的收官之
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却席卷
而来。
一边是武汉的抗疫一线，一边是广西
的扶贫战场，哪一边都不容忽视。关键时
刻，第 928 医院果断决定，严格压缩在院工
作人员数量，抽调骨干力量，做到抗击疫情
与脱贫攻坚两不误。
王敏、李劲、贺杰等一批批帮扶队员陆
续前往隆林，在那里，感染控制工作是弱
项，却也是创二甲医院的必检科目。
帮扶队员吴海菊被紧急任命为隆林县
医院感染控制科科长，面对细致的感染控
制工作，她手把手传授经验。张建波成了
县医院的“编外”副院长，全医院的人都知
道，他丝毫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不论遇到
什么问题，不解决绝对不撒手。
事实上，即使在隆林县医院挂职，帮扶
队员却不拿该医院一分一厘的奖金、福利
和补贴。甚至由于县医院没有开办食堂，
当帮扶队员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临时住所
时，还得自己买菜做饭。
为了什么？不仅是“能者多劳”，队员
们唯一的答案，依然是那身军装所包裹的
使命。
1951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7
中心医院成立，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
于 1954 年 8 月 迁 至 海 口 龙 昆 南 路 100
号。从成立那天起，第 187 医院经历数次
转 隶 调 整 ，直 至 如 今 的 联 勤 保 障 部 队 第
928 医院，它从未改变姓军为兵的性质，从
未改变备战打战的职能使命，从未改变驻
守“三前”服务军民的优良传统和红色基
因，让海口龙昆南路 100 号成为值得信赖
的生命坐标。
“守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防线。”一
批又一批帮扶队员的前赴后继，终于换来
2020 年 5 月 25 日，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
医院以高分通过“二级甲等医院”专家组
评审。
那一天，相隔千里的隆林和海口，两家
医院都沸腾在喜悦的庆祝中。
最后一批帮扶队员邹重文笑得合不拢
嘴，2020 年 11 月，在他离开隆林前，又见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隆林退出贫
困县序列的历史时刻。
有了家门口的现代化医院，隆林大山
里的各族群众，再也不必为了“看大病”而
四处奔波；有了更密切的联动机制，第 928
医院和隆林县医院能够远程会诊，
“ 不见
面”
救治重症病人。
伴着军人的使命，这一切改变，始于 19
年前的那一天，发生于 19 年里的每一天，也
会在未来的日子里，
持续改变着那片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