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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 12 月底， 闽西
山区天寒地冻， 120 多位红
四军代表聚集在古田镇社下
山前， 举行中国共产党红军
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即
“古田会议”。 会场中间数堆
熊熊炭火， 驱散了寒冷， 映
红了与会者的脸庞。 两天会
议 ， 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
《古田会议决议》。 会议确定
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
则 。 同时 ， 也明确指出 ：
“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 ，
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
以后各种会议， 应该充分讨
论卫生问题。”

1944 年 12 月 15 日 ，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演说时指出： “各地政府与
党组织 ， 均应将报纸 、 学
校、 艺术、 卫生四项文教工
作， 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1951 年 9 月 9 日 ， 他为中
央起草的 《关于加强卫生防
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 》 指
出： “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
于卫生、 防疫和一般医疗工
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
的一项重大缺点， 必须加以
改正。 今后必须把卫生、 防
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
重大的政治任务， 极力发展
这项工作。 对卫生工作人员

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 对卫
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
在经费方面， 除中央预算所
列者外， 应尽其可能在地方
上筹出经费 。 必须教育干
部， 使他们懂得， 就现状来
说， 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
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
病和死亡所受人力、 畜力和
经济上的损失， 可能超过每
年全国人民所受水 、 旱 、
风 、 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
失， 因此， 至少要将卫生工
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
待， 而绝不应该轻视卫生工
作 。” 这个指示高屋建瓴 ，
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的重
要性， 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
的定位， 为此后党和政府领
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
基础 ， 被誉为卫生工作的
“灵魂”。

1953 年 12 月上旬， 毛
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
诚等汇报工作时指示： “党
必须领导一切， 领导我们的
各种工作……卫生工作一定
要受党的领导， 绝不能离开
党 的 领 导 搞 独 立 王 国 。 ”
1954 年 4 月， 毛泽东在 《中
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
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
示》 中指出： “卫生工作是

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 老、
病、 死的大事， 是一个大的
政治问题 ， 党必须把它管
好。” 1957 年 10 月 13 日， 毛
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
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 “除
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
动， 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
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 搞
出一点成绩来， 我看人们的
心理状态是会变的， 我们中
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
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
起来 。” 1960 年 ， 他起草的
《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
要求对卫生工作 “由党委第
一书记挂帅……发动群众 ，
配合生产运动， 大搞卫生工
作”。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
人， 毛泽东多次对卫生工作
做出指示， 强调党要加强对
卫生工作的领导。 像毛泽东
这样把卫生工作当作党的事
业， 提高到 “人人振奋， 移
风易俗， 改造国家” 的爱国
高度， 是前无古人的。 如今，
党建引领健康中国， 党建与
卫生健康发展深度融合， 卫
生健康事业走上高质量发展
之路， 人民健康幸福指数节
节攀升。

本报记者 汤江峰

【开栏的话】
今年， 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 100 周年。 百年来， 以毛

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上
下求索， 于积贫积弱中涅槃， 从一穷二白中奋发， 筚路蓝
缕、 披荆斩棘。 甘霖泽润， 构建全方位、 全周期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 古老的中医药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不断加固疾病预防控制防线， 让很多疾病
彻底成为历史名词； 健康中国战略的确立， 让中国人不仅拥有越来越健康的身体， 更提升
了国人的健康科学素养。

值此中国共产党 100 年诞辰之际， 大众卫生报、 新湖南·湘健频道联合开设 《泽润东
方·毛泽东与人民健康》 专栏， 选取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卫生健康事业进程中重大节点、
重要事件的决策和部署， 回眸卫生健康发展波澜壮阔的历程， 体现共产党人“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的历史担当。 ———编者

党的领导：卫生工作的“灵魂”

���有这样一个人， 她没有创造出什么惊天动地的
奇迹， 但却用青春书写着生命的感动； 她用真挚的
爱心， 为患者拂去满身的伤痛； 她用奉献丈量着生
命的长度， 每天迎接着新生命的到来。 她就是 “巾
帼不让须眉” 的湖南省职防院妇产科主任朱玉莲。

1993 年， 朱玉莲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疗系
毕业后， 就来到湖南省职防院 （即当时的湖南省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院） 投身于妇产科事业 。
1998 年， 青涩的她担任起妇产科主任一职， 在朱
玉莲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 该院妇产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从初期只有 7 名医务人员、 十几
张床位、 年出生量几十人的小科室， 发展成目前
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70 人、 近百张床位、 年分娩量
达 3000 人的大专科。 历年分娩量在长沙市名列前
茅， 成为了全省助产士培训基地、 长沙市重要的
母婴保健单位之一； 承担了湖南省 “降消” 工作、
助产士培训和产科高级生命支持的省级培训工作。

作为一名医生， 朱玉莲不仅具有高超的业务
水平， 更具有高尚的医德医风。 她总是致力探求
以最小的创伤、 最低的费用让患者得到最快捷的
治愈。 自建科以来， 她带领科室， 为孕产妇免挂
号费 8 万人次， 对城郊孕产妇进行分娩救助 3000
人次， 药占比始终保持在 8%以下。 妇产科是一个
“危险” 的科室， 所有医护人员面对的是即将成为
母亲的孕妇， 必须严密视察产程， 团队建设至关
重要。 为此朱玉莲从未松懈， 多年来产科质量的
各项工作指标在长沙市雨花区名列前茅。 近年来，
该院产科凶险性大出血和羊水栓塞患者抢救成功
率 100%； 历年来剖宫产率均在 35%以下， 并在
2014 年主持举办了省级 “降低剖宫产率” 继续教
育培训班； 积极推行自然分娩， 会阴侧切率低于
5%， 在长沙市乃至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医乃仁术， 无德不立； 大医有魂， 生生不息。
为了改善农民因病返贫的情况， 在 12 年的时间
里， 朱玉莲先后到达道县、 涟源、 益阳、 沅江、
桂阳、 祁东、 永顺等多地的边远乡镇开展 “降消扶
贫工作”。 她深入调查研究， 结合实际开展讲座、 坐
诊、 手术等活动， 提高了基层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
明显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 剖宫产率和母婴并发症的
发生， 为提高偏远地区的产科质量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2011 年度， 湖南省卫生厅授予她 “降消” 项目
专家蹲点先进个人。

2014 年 3 月， 朱玉莲远赴新疆吐鲁番市开始
援疆工作。 为了让吐鲁番地区中心医院妇产科能
够进行科学有效高效的流转 ， 朱玉莲建章立制 ，
完善妇产科门诊的诊疗制度、 门诊手术流程， 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强化并落实了查房制度、 疑难病
例讨论制度、 业务学习制度等， 有效规范了各项
诊疗流程。 通过积极开展 “传、 帮、 带” 这种教
学模式， 牵头开展新技术和新项目 ， 填补了当地
技术项目的空白 。 组织参与危重病人抢救 16
例， 成功率达 100%； 每月组织教学查房 ， 并积
极组织和辅导医院职工开展基本技能培训 、 妇
幼技能比赛 。 谋划创建了孕妇学校 ； 每月定期
开展孕期健康宣教 ， 显著提高了当地妇产科团
队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 2014 年 11 月， 朱玉
莲被吐鲁番地区文明办评为 “寻找最美吐鲁番
人之最美援疆干部”。

2018 年， 在湖南省卫生工会的支持下， 成立
了 “朱玉莲劳模创新工作室”。 借助这个平台， 她
的团队创新开展了音乐镇痛分娩、 催眠分娩、 导
乐分娩、 非药物镇痛、 药物镇痛等多项人性化技
术， 切实减轻了孕产妇的痛苦和紧张焦虑。

湖南省 12320呼叫中心 供稿

迎接新生命的天使
———记妇产科专家朱玉莲

������1 月 10 日， 湖南省援助河北石家庄市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23 名流行病
学调查队队员抵达石家庄市， 稍作安顿之后便投入了紧张的流调工作。 此次派往石家
庄市的 23 名流调队员中， 有 21 名来自省、 市、 县三级疾控中心， 2 名社区防控人员
来自长沙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图为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前， 队员姜双临行
前和亲属亲吻告别。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唐俊 通讯员 张亚娜 李泽颖 摄影报道

湖南流行病学调查队驰援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