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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栋栋欧式风格的楼房拔地而
起，楼前楼后到处是碧绿的草坪、娇艳
的桃花、妩媚的垂柳，清澈的河水从小
区内蜿蜒流过，色彩斑斓的健身器材
在绿色的掩映下更加灿烂。耳边传来
儿童欢快的嬉闹声，几位老人在公园
里跳舞、健身、下棋、聊天。春天在李
七庄街王兰庄花园似乎放慢了脚步，
到处翠色欲滴，充满生机。

李七庄街王兰庄如今发展得劲头
亦如现在的春天，活力十足。

在该村的王兰庄花园中的一栋小
洋楼里，记者见到了全国劳动模范、王
兰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总支书记
——郭宝印。
“百年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

好的营养剂。”全国劳动模范郭宝印放
下手中的王兰庄村新的发展规划书，
向记者郑重地说道，“回顾近代中国以
及新中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
中国共产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
们党始终坚定着宗旨和信念，顺应时
代突破创新，沿着不变的初心，永不停
歇地为人民谋福利，为全中国谋发
展。我的初心也一直没有变过，那就
是让我们王兰庄村的发展越来越好，
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守着这份
初心，再累再难，我也会坚持，我要做
好我们村的‘孺子牛’‘拓荒牛’‘老黄
牛’。”谈起学习党史的心得，郭宝印打
开了话匣子。

郭宝印头上的光环很多，1994年获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1998年被评
为“天津市劳动模范”，2000年被评为“天
津市特等劳动模范”，2004年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2009年获“感动天津人物-海河
骄子”荣誉称号，2011年被评为“十一五”
期间天津市最具影响力劳动模范……

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他从来没
有提到这些，反而多次提到的身份却
是“王兰庄的娃娃”。
“我是王兰庄的娃娃，从小听着村

里老人讲过去的故事。他们告诉我，
解放前就有共产党员、进步学生来村
里给大家上课，学文化。在过去的战
争年代，他们带着村民参加斗争，守护
家乡。可能就是从那时候起，热爱共
产党，立志要向他们一样为村里干些
事情的信念就扎根了。我是这个村的
娃娃，我要带着大家过上更好地生活，
大家幸福了，我才会心满意足，这是我
不变的初心。”郭宝印向记者解释说。

他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
1977年8月，郭宝印在22岁那年光荣

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1978年 1
月，他又担负重任，成为了王兰庄村的
党支部书记。从那时起，郭宝印守着
自己的这份初心，渐渐成为了村里的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

他从上任那天起，就暗下决心：豁
出一百多斤，也要挖掉穷根，带领父老
乡亲过上好日子。时年22岁的郭宝
印做了这个当时全区最不好当的村
官，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他这头
“牛”，在王兰庄这块热土上，开荒破
土，默默地辛勤劳作着，从未停歇。

没有等出来的成功，只有干出来的
精彩。郭宝印这头“牛”乘着改革开放
的东风，开始发力了。

他明确发展思路，玩命也要将村办
企业搞上去。在郭宝印的带领下，村班
子成员走南闯北，多方学习考察调研，
寻求发展良策。同时，大刀阔斧、开拓
创新，搞改革、抓调整、抢市场、争项目，
实现了王兰庄村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三次创业”：建工厂、搞商贸、投资
金融，使王兰庄村由昔日穷得叮当响的
农业村转变为响当当的富裕村。

他立足实际，着眼未来，充分借助
城市发展的有利支持，明确提出了“发
挥地缘优势，建设大市场，发展大商
贸”的思路，引导村集体经济发展由资
源支撑型向产业支撑型转变，先后建
起了25家企业和11个市场，形成了一

个以化工制药、橡胶制品、仓储物流、
大型商业并举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的企
业集团——津兰集团。

随后，他瞅准时机，调整产业结构，
以现代服务业引领经济发展。他组织
对全村二、三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关停
了津兰化工厂等亏损和污染企业，完成
了王兰庄农贸市场的迁移，引进了10
余个知名品牌4S汽车经营店，建设了
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服务业初具规模。
同时，积极尝试资本运作，先后参股渤
海银行、达仁堂药业公司、天津商汇控
股公司、李七庄信用社和天塔信用社，
为全村经济发展补足了后劲。

接下来，他结合天津城市总体规
划的要求，从王兰庄周边的实际出发，
在卫津南路东侧建成了30万平方米
的“天津津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年
可实现交易额超过100亿元，租金达
到1.22亿元，提供就业岗位5000个。

截至2020年底，全村总资产达到
55亿元，实现利税1.2亿元，人均年收
入5.2万元。王兰庄村也先后于2012
年被评为“天津市美丽乡村”、2016年
被评为市级“美丽宜居村庄”，成为广
大群众心中的“都市花园”，处处呈现
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幸福美景。

当被记者问到“干了这么多年，累
不累，有没有退缩过？”时，郭宝印的眼
睛亮了。他告诉记者：“这几十年，虽

然有时候也很累，但是干劲还很足。
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坷，我真没想过退
缩。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头‘孺子
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
的宗旨，让村民都过上好日子是我的
目标，也是我的初心。我这头‘牛’认
准这个目标，就要坚持下去，只有这样
王兰庄的未来才会更美好。”
“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做呢。”郭宝

印向记者卖起了关子，“下一步，我们
要对现在的王兰庄花园环境进行进一
步的提升改造，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
网红打卡地；要对“一二·九”抗日救亡
运动纪念馆进行整体提升；要对我们
的家底进行整合；我们还要在金融领
域开拓新天地……”在郭宝印的介绍
下，王兰庄新的发展蓝图逐渐在记者
眼前展开，正如他所说的，认准目标，
就要坚持下去，王兰庄更加美好的未
来指日可待。

采访的最后，郭宝印冷静而沉稳
地说：“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我们广大党员也要通过
党史学习，树立正确党史观，补足精神
之钙，汲取奋进之力，厚植为民情怀，
进一步夯实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
‘三牛’精神，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
续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上接续奋斗，开拓创新，坚毅前行。”

记者 蔡莹莹 通讯员 孙美月

永不停歇,为乡亲谋取更多福利
——访李七庄街王兰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总支书记郭宝印

诊疗动态

本报讯（通讯员 江磊）日前，
西青区赤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
开通基层数字健共体“云药房”服务，
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乃至足不出户即
可复诊取药，并获得用药指导等服
务。该中心的服务落地，标志着西青
区1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全部开
通“云药房”服务，以后，西青区居民
凭借健共体共享处方就可以取到糖
尿病、冠心病等常见病、慢性病药品。

据了解，天津市基层数字健
共体是在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主导
下，由天津微医总医院（天津微医
互联网医院）牵头、协同全市 267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组建的数字
化紧密型基层医疗卫生共同体。
作为首批签约建设基层数字健共
体的行政区之一，西青区加快推
动“云药房”、居家医疗、健康管
理等便民服务的开展，服务全区
居民。此次率先落地的“云药房”
平台，以强化基层药品供应保障

能力为目标，创新形成统一的药
师制度、统一的药品采购配送管
理、统一的用药指导。

在市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云
药房”实行统一的药品采购配送管
理，有效衔接基层医院和二、三级医
院的药品目录，供应超过3000个药
品种类，并提供现场取药、配送到家
两种方式，方便患者取药。同时，通
过统一的药师制度，“云药房”引入
高水平的药学专家，开展处方、药
品、疗效监测和专业培训，借助“人
工智能技术+人工审方团队”的审核
方式，对每一张处方进行审核，并设
有事前提醒、事中预警、事后审核服
务，确保用药安全。“云药房”还借助
微信公众号提醒、药师回访、咨询热
线等多种手段，主动提供诊后的用
药指导服务，确保患者按时、按量合
理用药。

据了解，下一步西青区将继续
依托基层数字健共体建设，加快健

共体标准化门诊这一核心载体在基
层医院落地，并持续开展和完善健
康管理、居家医疗等便民服务，全面
提升全区内1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服务能力的同时，构建院内院外一
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医疗健康
服务体系。
“作为天津市率先实现国家卫

生镇全覆盖的行政区，我们要充分
发挥自身在组织管理、载体建设、
长效机制等方面的优势，用足、用
好微医集团所带来的优质医疗资
源，以天津市基层数字健共体为重
要抓手，加力提速健康西青建设，
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乃至足不出
户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健
康服务。”西青区卫生健康委党委
书记、主任孙维君表示。

足不出户在家“复诊取药”

西青实现“云药房”全覆盖

今年95岁高龄的孙业满老人，家住杨柳青镇新华里小区。老人平时
的生活很简单，上午天气好的时候去西青体育场看以前的伙伴打门球，下
午看看书、读读报，每晚必看央视的《新闻联播》。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老
人，很难想像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参加过大小战斗百余次，是一
个名副其实、立下战功的老功臣。

孙业满1943年12月入伍，194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
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的大小战斗百余次，荣立三等功七次，四等功四次，荣获独立勋章等。挂
满前胸的勋章，是老人对国家、对人民的付出；军礼辉映着队礼，是老人对
下一代无限的期望。

老人喜欢给孩子们讲战争故事，叮嘱他们学好本领，长大后保卫祖
国、建设家乡。“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一次，敌军炮弹突然打到我们的
行军车，把车帮砸掉一大块，然后炮弹便滚下山。我们几个才幸运地没被
炸死。”随着孙业满老人的讲述，东咀小学的孩子们都听入了迷。“看你们
现在的生活多好，要好好学习啊！”孙业满说。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西青军休所开展了为抗战老兵拍摄全家福的活
动。在被定格的画面中，孙业满老人和83岁的老伴儿四代同堂，布满沧桑
的脸上挂着温馨幸福的笑容，全家人围坐在周边，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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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 岳）日前，西
青区见义勇为协会在公安西青分局
中北派出所召开见义勇为表彰会，
对生死瞬间挽救落水女子的见义勇
为人员王胤元进行表彰，对其见义
勇为精神予以肯定，并颁发了见义
勇为确认证书和荣誉证书。

1月13日15时许，一名女子在中
北镇某河边行走时不慎滑入冰面，当时
正是“三九”时节，河面上结了一层薄
冰，河水冰冷刺骨。女子奋力呼救的声
音引起了周边路人的注意，和往常一
样，家住西青区中北镇的外卖小哥王胤
元，奔波在送餐途中。突然，他听到女

子的呼救，便急忙赶去查看，女子正在
冰冷的水中挣扎，随时可能体力不支危
及生命。

千钧一发之际，王胤元不顾冰面
随时碎裂的危险，手持木棍，双脚站到
冰面上奋力将女子拖拽上岸。而此时
闻讯而来的群众也越来越多，在众多
热心人的帮助下，王胤元成功将女子
安置到了岸边。由于获救及时，落水
女子经过救治已无大碍。

王胤元说：“我看到落水者在水中
挣扎，觉得越早施救才越有希望，也并
没觉得自己有多勇敢，那种情况下，换
了谁都会伸出援手。”

生死瞬间挽救落水女子

西青这位外卖小哥好样的！

牛年说牛。“牛”在中国文化中是勤劳的象征，可以说，牛一直是默默奉
献、诚实守信的代表，也是认真尽职的代名词。
“三牛”精神是指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
像郭宝印这样的老党员、村干部，他们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人民群

众，献给了自己热爱的那片热土。他们务实、踏实、能干，以“孺子牛”为径，画
好“俯首甘为孺子牛”为民服务的同心圆；他们探索、创新、肯干，以“拓荒牛”
为径，画好“敢叫明月换新天”创新发展的同心圆；他们坚韧、正直、勤恳，以
“老黄牛”为径，画好“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的同心圆。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艰辛历
程中，孕育了“三牛”，传承着“三牛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路口，我们更应接续
奋斗，发扬“三牛精神”，夺取优异成绩，续写时代华章！

记者手记

本报讯（记者 李杉 夏颖 任乐 王
向伟 通讯员 李玥）日前，西青区委国安
办联合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学校，集贸
市场等地，举办“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选在水高庄村人流密集的
集市，区委国安办，辛口镇政府，区保密
局，区司法局，公安西青分局等部门工作
人员通过解答咨询、发放宣传材料等方
式，向来往群众广泛宣传普及涉及国家安
全法律法规。现场大屏幕滚动播放国家
安全公益宣传片，营造了国家安全人人有
责的氛围。

在天津工业大学附属小学报告厅，
由该校学生表演的网络安全歌以轻快地
节奏、浅显易懂的文字……为师生们生
动展示了如何保护国家安全的相关知
识。随后，师生们一同观看了《国家安
全》宣传教育片，通过学习，同学们对国
家总体安全观的形成和内涵有了进一步
认识。

据了解，接下来，西青区还将组织有
关人员进社区、进村居对国家安全相关
知识进行广泛宣传，做国家安全的模范
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西青开展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李妍 李焕丽 胡中华
赵丽娜 刘念胜 摄

安居乐业的王兰庄人 田建 摄（资料图）

�郭宝印（左二）在为交流参观团介绍情况

图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