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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单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组织奖

道德风尚奖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河南省人民医院、焦作市卫生健康委、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代表队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商丘市卫生健康委代表队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周口市卫生健康委、河南省肿瘤医院、信阳市卫生健康委、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机关、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代表队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濮阳市卫生健康委、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三门峡市卫生健康委、郑州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省省立医院、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省卫生计生统计信息中心、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护理职业学院、河南省中医院、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院、信阳市卫生
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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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现场

激情飞扬

歌唱祖国

羽毛球赛羽毛球赛 赛出精气神赛出精气神
本报讯 （记者杨冬冬）“1∶0、

1∶1、2∶1……31∶21，赢了！”8月17~18
日，来自委机关、10个省辖市、20个省
直医疗卫生单位的30个代表队329名
运动员在“省医杯”河南省卫生健康系
统职工羽毛球赛场上切磋技艺。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第二
个中国医师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贯彻全民健康国家战
略，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展示全省卫生
健康系统广大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策划举办
了“省医杯”河南省卫生健康系统职工
羽毛球比赛。此次比赛受到了委党组
高度重视，得到了各省辖市、省直医疗
卫生单位的积极响应，广大干部职工

热情参与。这是全省卫生健康系统体
育参赛范围最广、参赛热情最高的体
育盛会。

此次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为分组循环：30支参赛队伍分成8
个小组循环，每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
段。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采用每球
得分制，每场一局，一局31分不加分，

16分交换场区，5分打满，五局分数相
加，总分数多者为胜方，若两队总分数
相同，胜场多者为胜方。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4支代表队
获得一等奖；4支代表队获得二等奖；8
支代表队获得三等奖；15支代表队单
位获得优秀组织奖；10支代表队获得
道德风尚奖（名单详见表格）。

祖国，我为你骄傲
河南省人民医院 黄改荣

世界的东方有一位巨人，这位
巨人就是我的祖国；世界的东方
有一只雄鸡，这只雄鸡就是我的
祖 国 ；世 界 的 东 方 有 一 条 巨 龙 ，
这条巨龙就是我的祖国。我的祖
国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疆 域 辽
阔、美丽富饶。

我欣赏我的祖国，因为它曾饱
经沧桑、历经风雨；我热爱我的祖
国，因为它在党的领导下，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喜欢我的祖
国，因为它壮丽的风景让人心旷神
怡……

新 中 国 已 经 走 过 了 70 个 年
头。70 年来，从城市面貌到普通人
的着装、饮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改革开放，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
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同心同德、锐意进取。

70 年来，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
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
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
变；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意识显著增
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显提
高；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整体文
明程度大幅提升。

70 年的光辉历程，让我们贫穷
落后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
的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
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国际地位
和声望也不断增长。这让我们更
有信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更有信心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信心履行好新
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以往，每到农作物收获季节，
农民只能使用传统的农具劳作。
现如今，传统的耕作农具正逐渐被
轰鸣的拖拉机、收割机等农用器械
代替。许多农民已不再满足于“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产生
活方式。农民买拖拉机或汽车，已
不再是稀奇事儿。现在，城市里，
购买轿车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大众”“尼桑”等品牌家用轿车正
快速地疾驰在宽阔的道路上。今
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
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许多地
方的农村都盖起了新楼房；城市居
民也有一些住上了小高层、复式楼
房。人们的居住环境向着“更高
大、更宽敞、更环保”发展。空调、
彩色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现代
家用电器一应俱全。20 世纪七八
十年代，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离不开
的“老三件”（缝纫机、黑白电视机、
自行车）等，如今大多被淘汰，被高
档的家庭电器所替代。

今天，经过 70 年的发展，城市
基础道路建设、交通设施有了大大
改善：平时，人们出行使用的交通
工具变得多种多样，去近处可以骑
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或者坐公
交车、开私家车；出远门地上有火
车、汽车，天上有飞机，水路有轮
船，可随意挑选组合。今天，影视
歌舞、读书看报、琴棋书画、旅游远
足、运动健身等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中，大大丰富了老百姓的业余生
活。

70 年来，随着国家医疗制度的
改革，从建立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障制度，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再到遍及城乡的卫生服
务体系，让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公
益得到较好的诠释，“人人享有基
本医疗服务”已逐渐成为可能。随
着家庭收入和生活条件的提高，居
民开始从细微之处关注自己的身
心健康。过去的“大病小治、小病
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改变。

现在，中国的航天科技处于世
界前列。从神舟五号的发射成功
再到神舟六号的顺利返回，这一次
又一次成功，让中国再一次向世界
展示了自己！2001 年 7 月 13 日，中
国申奥成功。2008 年 8 月 8 日，第
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
开幕。申奥的成功，不仅实现了中
国人民的梦想，更让中国的体育水
平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70 年的努力拼搏，70 年的沧桑
巨变，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
居乐业。未来，我们要适应时代发
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
现实，增强振兴祖国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
国主义旗帜，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
之志变成报国之行。展望未来，我
们相信，中国的明天会更好，我们
的生活会越来越富足！

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国庆节
放假，妈妈带我去广场上玩。广场上
人头攒动，大人和小孩手中拿着各式
各样的小旗帜，五彩缤纷，特别好看，
其中拿的最多的是五星红旗。妈妈
告诉我：“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晚上，看电视时，爸爸看到电视上
有人唱“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
就笑着问我：“你有几个母亲？”我指着
妈妈，说：“一个母亲。”爸爸摇摇头，笑
着说：“不完全对。你不仅有一个生
你养你的母亲，还有一个最亲爱的母
亲——那就是刚才歌里唱的‘祖国
啊，我亲爱的母亲’。”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每当听到
《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每个中国
人的心中总会升起一种爱国情愫。
这种情愫源于人们对母爱和祖国之
爱的感知交汇所引起的情感共鸣。
祖国母亲的类比赋予爱国主义一种
情感体验，这种话语表述已然成为一
个核心意象，称之为政治隐喻。说起
来，这种比喻和闻一多的《七子之歌》
有关。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先生于
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组
诗。作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
国，受虐于异类”，故作歌“以抒其孤
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诗中将
祖国比喻为“母亲”，将割让的殖民地
比喻为“子女”，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
的爱国主义情感。《七子之歌》的广为
流传，使“祖国母亲”的类比在全国流
行开来，也标志着“祖国母亲”这个概
念隐喻的正式形成。

“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双
脚，而是要问你心中的志向；人能攀
登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脚，而是要
考验你的意志。”直到今天，我还清晰
地记得，在初中毕业典礼大会上，我
们敬爱的张校长对我们说的这番话。

20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
被分到我现在工作的医院——河南

省肿瘤医院。我记得，医院领导对刚
上班的同事语重心长地说：“河南
省是肿瘤高发区，肿瘤病人很多。
医院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
发展起来的，1977 年开始筹建，1984
年 开 诊 。 这 些 年 来 ，学 科 发 展 很
快，医院将来寄希望于你们这些年
轻人了……”

祖国是母亲，对我来说，河南省
肿瘤医院就是我的另一个家。在国
家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和医院领导及
科室领导的关心培养下，我攻读了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经不断学
习，我从一名青涩的住院医师成为一
名放疗科主任医师，每天都在和癌症
病人打交道，深深体会到责任重大。
我刚到医院上班时，医院的放疗科仅
有2个病区，不到100张床位。医院只
设有内科、放疗科、胸外科、普外科、
妇瘤科及医技科。现在，医院设置了
内科、中西医科、普外科、胸外科、乳
腺科、神经外科、生物免疫治疗科等，
仅放疗科就有 9 个病区，近 400 张床
位。肿瘤治疗也形成了从单纯的放
射治疗到如今与化疗、手术、免疫治
疗等多学科合作的综合诊疗模式。
随着医疗设备的完善和医疗技术的
提高，近年来，经放射治疗的肿瘤病
人占我院病人近30%。医院为服务百
姓，促进国民健康做出了积极贡献。
最近，医院上下、各个科室医务人员
在为早日创建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
心努力奋斗。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
在，几十年间，医院这个大家庭在时
代的变迁中，重视建设和发展；在今
年建院42周年纪念日活动上，提出了

“守初心 为人民 担使命 保健康”。
医院七大提升工程助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我们要以此为
目标，以优异成绩向祖国——我的母
亲70岁华诞献礼。

我是一名医生，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当一名业务精湛、服务热情、遵
守院规的好医生，积极发挥专家医疗

资源优势，大力
宣传肿瘤防治工
作，开展提升基
层 医 师 技 能 培
训，为中原地区
广大群众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医
疗服务，为健康
中原建设贡献自
己的力量。

1949 年 10
月1日，毛泽东主
席在天安门城楼
上向全世界庄严
宣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了。
东方升起了一轮
鲜红的太阳。这
些年，我们经历
了各种磨难和辛
酸。自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创造
了多少振奋人心的奇迹！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伟大旗帜，“八项规定”立竿见影，刹
住“四风”人人欢迎，“打虎”“拍蝇”激
浊扬清，政风、民风风清气正，从严治
党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保持中高
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还
建立了大病保障制度，提升医疗保障
水平；全面落实便民、惠民措施，大力
推进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和“先住
院、后结算”政策，使患者切身感受到
医院改革带来的成效。从新闻报道
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桥、中国路、中国
车、中国港、中国网等超级工程的震
撼影像，了解了背后的故事。这些超
级工程的建设在彰显国家实力的同
时，也体现了国人不畏艰险、埋头苦
干、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在祖国母亲 70 华诞之际，我想
说：“祖国啊！我伟大的母亲！祝您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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