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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门头沟区2019年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公示

灵 水 记
赵永高

根据北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资格确认条件：凡同
时具备以下条件者均可申请奖励扶助：1、本人为农业户口人员；2、1933年
1月1日以后出生，年满60周岁；3、1973年1月1日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
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包括收养）子女的行为；4、依法生育的
子女现存一个。

经区卫生健康委审定，拟上报下列1542名同志符合农村部分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条件，现予以公示。如发现公示人员中有不符合条件
者，请通过下列电话举报：

门头沟区卫生健康委举报电话：69844839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举报电话：12320
举报信箱设在区卫生健康委、市卫生健康委。
以下为各镇享受人员名单：

潭柘寺镇（152人）：
庄素平 李井国 周文 阎淑珍 王富城 肖进文 肖进清 牛德芝 牛天佑
王国彬 贺桂兰 皮井龙 刘正文 安振兰 王凤兰 王淑芹 张云 王凤芹
梁仕红 王永文 李淑兰 高守珍 肖长金 李学元 刘洪喜 孙小白 刘凤华
韩士兰 赵万红 房德珍 王凤芹 刘秀芬 高守银 金红勇 王长金 纪春连
张玉兰 艾国玲 贺金玉 尹春霞 金泽堂 齐文娟 赵玉水 王富荣 郭占芬
苟文利 宋文良 赵文芝 王小文 艾天平 张志华 高守庆 陈长明 肖长开
李凤金 王金菊 李长满 赵玉华 李海云 韩宝成 李秋利 张绍玲 刘金保
王淑英 高守银 褚凤宏 王永银 张翠芝 周世成 赵玉敏 高万军 肖长宝
金泽华 肖四丫 张金生 刘素英 肖进珍 赵天凤 周淑英 王春龙 陈进雪
周福成 王书祥 周普 孙纪茹 王声芬 肖书云 刘文江 赵万林 贺良树
刘振宽 梁秀花 孙彩霞 高书印 肖根来 史天唤 李满意 王淑华 赵桂芝
赵玉斗 李强 韩宝良 牛德玲 王德银 马素伶 李德明 牛德田 赵玉兴
韩立柱 褚春红 李国芝 李香菊 李荣霞 李秀银 王红林 褚井芳 徐建国
周天雨 刘淑霞 张春莲 王书强 庆雪 史桂花 贺明水 孟凡华 梁广瑞
赵金合 李德清 李可心 李兴国 周学增 于凤霞 贾井亮 崔胜先 赵天来
张九霞 郑宝先 李小花 郭大平 王瑞珍 边凤娥 高守荣 刘凤珍 王长安
王洪水 燕树玲 王长来 王志民 张有 崔云花 王彪 安和

永定镇（169人）：
宗文清 王永前 张海 边合 张春花 李德才 杨玉芝 赵玉凤 张由来
庞福厚 齐秀芹 李淑先 张山 董学文 侯文玉 王淑花 刘维英 孙来友
程玉敏 谢继承 肖长凤 徐秀芬 高淑芝 张淑芬 张啟金 王如意 刘勇强
杨景成 杨财 张文萱 程连娥 李淑英 郭淑英 张瑞敏 白铁柱 贾立明
董占贵 于芝玲 庆淑香 王淑梅 王桂香 程桂荣 戴秀英 赵桂林 刘长忠
陈玉君 庞淑勤 王尚义 陈洪玉 郭书兰 王淑兰 乔淑芬 闫桂金 张久兰
周长芳 李占猛 李淑翠 王尚富 安淑艳 安玉玲 刘章明 边凤芹 安兴敏
张福德 方金香 董学金 尚长水 安宏英 李秀芝 王振淑 任晓英 陸秀洪
王成 尚正花 尚永梅 袁凤芹 庞文兰 范树林 史伟奎 孙敬谊 陈瑞秀
陈秀清 孙长金 刘胜红 程桂茹 庞新玉 董朝水 王文书 樊淑芹 张淑兰
李桂花 邢淑芳 张淑媛 石秀芬 藏素玲 李秀云 李春生 李春亮 赵玉梅
史克贤 杨洪利 胡国芹 董占民 郝风珍 刘学建 侯桂平 何俊玲 刘桂芝
孟宪花 杨志芳 李城 董淑英 岳玉霞 安兴辉 李玉环 李德祥 郭桂欣
刘凤霞 郭荣军 安永清 安淑芳 张银 徐梅 刘玉珍 王秋凤 董文华
王兰英 邱永芝 王秀兰 闫桂玲 邢秋荣 尚元莲 曹桂怀 索广芬 褚淑兰
王桂华 李淑英 杨士伶 杨桂芝 赵桂银 赵玉荣 张兰香 高文财 辛俊苹
李淑萍 李银成 董国芹 董国江 乔月芝 李忠和 罗淑芬 王自水 郑淑凤
彭秀花 李玉敏 马金俊 张久霞 李国会 李文春 王瑞华 孔祥兰 李克生
张从宁 王亚军 刘正财 庞文华 肖凤霞 魏银书 张翠平

龙泉镇（392人）：
李桂英 张志达 郗桂勤 郭世雄 鲁胜格 林金彩 陈玉香 李来恒 张起
荣长秀 殷兆霞 齐春秀 张宝红 李兆宽 李玉 贾福兰 郝颐秀 肖富英
祁改河 曹玉珍 邓金兴 李桂兰 郝一晴 李淑萍 刘启成 郝金生 张爱圣
邓兆义 孙金宝 马玉琴 田书香 刘振杰 张淑英 东苓弟 王春梅 曹广凤
韩玉清 付秀玲 王振申 张魁琴 王振云 魏菊凤 曹进英 田孝华 刘艳娴
车淑兰 张福金 王连凤 郝国琴 邓兆民 安志祥 韩德福 范淑敏 谭秀琴
王振蕊 王连秀 侯润银 李宝华 王连凤 郭玉春 孙玉霞 穆永会 韩连荣
周春印 邓金翠 田永春 李来志 张树旺 邓桂海 曹全有 崔同琴 郝国义
尹家琍 邓淑琴 张建国 翟建国 张九元 李宝书 郭宝东 王文萍 史慧霞
左继人 李兆凤 张淑英 夏长荣 韩佳玲 杨振荣 段淑凤 杨重凤 曾双玲
白秀珍 田振祥 陈如意 李兆亮 邓德荣 魏福全 王俊玲 魏广合 陈日俊
姚万花 邓德祥 刘素敏 王振福 邓恭祥 崔会英 田孝兰 单近才 王振桂
邓德玉 冯淑荣 郭世明 张淑凤 李春喜 金国庆 庞淑梅 曹静丽 赵达祥
殷曙光 李金凤 王佩君 杜玉芝 李淑敏 邓宏余 孙桂华 郭玉香 高殿香

田永福 张桂华 齐春霞 徐翠兰 郑文随 邓德宝 张建才 马世杰 郭玉敏
李金婷 郝秀芳 李宝茹 王来英 高根平 邓光亮 魏晓涛 祁素霞 刘芝文
田正财 邓新章 郭义华 马建英 孙福玲 张阴水 邓秀义 刘桂琴 马庆录
曹玉和 刘云花 刘金枝 彭淑芳 李伟 高芹英 刘芳芝 梁春英 张秀霞
崔秀文 范纪贤 田秋连 白连水 崔同新 陈长萍 梁亚清 王美贞 李金红
栗世琴 段长河 李全珍 王振清 杨振萍 胡殿如 赵玉环 李宝秀 崔淑霞
李德金 杨淑利 刘连珍 任伯蓉 李国瑞 李来清 阎桂荣 张秀梅 曹三生
邓福海 徐建花 杨宝财 张树建 胡殿利 田书英 陈日换 张建友 马玉珍
李金兰 陈日锁 曹万达 刘学凤 张福光 马兰琴 高淑敏 赵根全 王永强
李来顺 姚广文 郭世芳 李朝明 张金环 郭玉祥 邓德敏 曹根生 马玉川
李国萍 郭宝葵 孙金贵 高殿敏 殷兆芝 李秀玲 王振海 阎秀荣 李淑英
田淑云 邓金来 邓金永 张天晴 张金国 宋秀英 李广福 张宜惠 朱广英
张洪珍 郭彦存 田振明 刘丽敏 张德顺 谷德水 邓德瑞 索茹琴 董建中
种建立 李兆萍 李淑英 王淑新 李跃成 齐华 李金生 李秀敏 韩永珍
朱文会 安祥萍 张国良 韩德礼 王金茹 李国有 何桂荣 张淑玲 邓玉萍
于振香 刘淑兰 王来茹 朴立荣 张来英 谷宝山 邓占信 田秋珍 荣长春
王长友 梁亚刚 任明银 韩永明 李广敏 邓少章 邓德良 杨天芝 种建秀
蔡荣芬 艾淑连 邓秋兰 李兆旗 胡爱田 陈长新 董朝云 邓德银 祝桂芬
田正月 梁淑玲 马秀芹 殷兆梅 田淑红 侯月颖 侯金芝 刘书云 田孝来
张凤英 冯宝和 郭玉庆 韩玉梅 张淑敏 李友珍 艾月玲 阎万和 李春海
贾晓雪 郝秀芬 崔来俊 王秀莲 郭玉金 曹四生 龚大领 尹雪兰 杨重霞
王永平 王振建 田士全 栗世茹 葛东升 李德银 林小琴 杨爱国 王大雨
周翠花 王付筠 刘长霞 徐国庆 郭秀芬 高春光 张向东 朴立洪 庞春旺
郭彩秀 邓德贵 陈久凌 陈秀珍 田文金 王文贤 李宝深 董国玲 刘淑云
蒋来印 赵金生 陈庆敏 郝文贵 邓桂金 韩淑英 李福秀 王建荣董淑珍
马小玲 郝德萍 孙金锁 贾晓媛 魏淑莲 陈砚英 张利慧 李淑兰 梁仕芬
田小星 张树敢 刘桂侠 曹广云 曹建立 王和平 李广俊 王桂芬 谭长水
杨振莲 李维华 殷兆玲 韩玉凤 赵宝库 成宝华 杜淑珍 侯玉兰 刘书芬
宇文兰风 李霞 王树英 梁怀玲 郭颜芬 高淑英 王桂香 夏长明 曹淑贤
祁桂芝 杜宏花 王艳平 刘维兰 魏德富

军庄镇（148人）：
孙家然 屠德珍 孙家湘 王秀英 李文臣 蒋秀英 刘宝福 张新川 石桂兰
劳荣国 冯桂芬 范淑珍 许凤留 陈寿山 刘金贵 曹建洪 侯金海 韩秀丽
马士芳 张德珍 韩春英 马清慧 魏德琴 张秀芝 孙淑荣 郝朝芹 陈会英
杜春霞 周玉花 刘翠英 韩书明 王玉芝 李荣星 曹建香 李淑茹 方立英
王文彩 齐丽辉 何书梅 杨秀云 韩连金 马士华 陈学海 范玉明 唐国霞
杨秀英 范玉侠 孙金花 许凤英 郝启荣 周艳荣 李朝花 张桂连 李燕春
郝永久 李金霞 陈大稳 郝路平 张二荣 朱树成 李如意 陈贵云 刘春明
李宝连 霍秀敏 李金云 何凤敏 张玉春李桂春 韩和平 李兆荣 刘宝深
刘庆福 安翠兰 赵福成 张淑芝 孙家训 孙家森 于福珍 许凤香 李占荣
孙淑鸾 顾长江 霍春山 王振林 马士英 陈建波 安瑞芹 姜桂琴 冯翠玲
李宝霞 郝学华 赵福菊 张林增 韩宝德 后彩华 柏术德 刘如意 付桂清
聂文菊 董兆泉 王杰 王桂云 李玉江 孙爱华 马建全 马彦芬 陈艳红
李玉平 韩连玲 陈志海 张淑凤 朱永江 董景云 陈春兰 郝学明 陈广祥
黄长有 许凤稳 李玉环 孙庆玲 郝百树 董际兰 赵荣平 陈凤云 黄长锁
李宝才 李占春 安立荣 刘继林 徐成兰 郝朝娟 吴艳芹 孙淑芳 郝长利
宋宝荣 李淑平 汤秀莲 李宝成 高连斌 高久云 马素玲 王朝梅 陈凤荣
李全林 孟广森 杜小敏 朴玉林

妙峰山镇（187人）：
陈志民 张淑琴 王根栓 赵勤 张淑芬 高玉秀 孙学章 赵锦荣 王金凤
张淑平 张万起 李全德 吴生华 张国清 陈富和 段长有 王玉会 李淑琴
安志琴 席德泉 陈志起 陈金锁 李根顺 傅连敏 王玉亮 刘桂兰 杨桂珍
徐桂敏 刘淑玲 周连余 王秀英 赵桂玲 李淑全 管瑞金 张凤华 李志森
吴生贵 孙学正 彭德云 张德泉 高玉存 高二洞 陈志钢 张瑞芬 王玉成
郭兴顺 王玉玲 付永成 高秀芬 王秀明 刘俊省 王淑敏 程秀芹 李金兰
岳敏英 韩振田 王凤花 李凤玉 李根地 曹连刚 唐国荣 李文柱 艾长香
张凤瑞 杨润琴 周景水 陈玉顺 李继新 郝金亮 唐登桂 李志祥 张金芝
张立桂 陈淑敏 孙新艳 张彩焕 王俊英 杨连霞 李有凤 刘桂花 孔祥兰
李志林 刘士财 张成奎 付洪宽 张文水 魏春祥 李和平 王玉如 郝宏友
李振生 霍艳玲 郝宏芹 郝连兴 高兰英 孙建成 李文章 国素英 李秀平
王秀华 付玉有 李永元 郝宏莲 杨国连 丁治禄 刘春艳 李有平 张福杰
王金竹 张贵花 王德启 郝国华 张淑平 段长岳 王凤民 贾凤奎 孙玉国
陈宝兰 邵天元 李德喜 王玉华 李宏宝 李秀荣 马兴奎 陈志五 李全玲
李润林 李凤起 李光明 李秀珍 陈淑红 陈志川 韩振敏 侯继和 于淑荣
白玉敏 陈海芹 刘金荣 邓德金 丁会峰 高全利 赵桂花 王长宝 李金贵
王玉香 高全龙 李秀英 高玉军 陈淑凤 唐国起 孙淑敏 李秀芹 唐淑英

张若霞 陈大明 刘占奇 王春英 王继才 王继祥 王春生 郝春祥 秦玉香
刘丰芝 李淑蓉 孙玉兰 郝金德 李书春 艾国堂 艾长凤 王山元 王玉敏
孙小兰 胡凤霞 郝德福 王兆利 崔金花 曹建国 果金明 王振强 王振友
杜宏飞 李银 陈秀芝 付洪来 李凤贤 李淑琴 白凤琴

雁翅镇（189人）：
李思国 杨在起 张文芳 高凤银 王永莲 付芝梅 周玉英 高连研 高宝琴
吕广森 李占有 刘正旺 安久新 彭金环 彭浦英 杜兴旺 杜成远 付新云
张广义 张玉萍 王永杰 张德亮 李春兰 刘国兴 于小梅 李长柱 张青莲
崔兴龙 高淑青 高丰民 安兴发 韩俊杰 杜春奎 王金华 左长浦 董成连
安永富 杨有春 杜国栋 王学满 付中波 李淑香 杨秀华 崔树珍 方玉香
曹淑琴 付德芳 王正水 魏得存 刘俊金 李淑芳 王世亮 安拴柱 蔡兴柱
杜香梅 白秀英 崔久顺 张立柱 魏勇 杜兴凯 李德芳 杜玉珍 杜淑云
李宗云 王洪伟 王德泉 杨在川 平芝文 高奉仁 高增余 李淑芳 刘正一
李荣敏 付亚珍 刘淑霞 王淑花 高奉川 李占起 李兆民 白国明 张进花
高金莲 彭德艳 安锁柱 李文江 宇文兰英 彭天福 刘云 谭忠山 安永财
崔建昆 刘月珍 高瑞林 王德俊 崔兴余 李长琴 马万莲 王久凤 周秀坤
杨春香 彭志海 彭招弟 徐美娥 曹长时 杜金芳 李玉莲 刘正岐 杜瑞珍
安红兰 张继英 岳淑琴 付建华 师永芳 李广全 贾长花 李长启 白丰堂
田淑文 杨小梅 杜成财 杜成龙 安兴亮 李仁 张文秋 王德军 李正林
李国淑 李春敏 付长壮 王德敬 孙淑珍 王淑云 高增贺 安兴兰 张德海
彭天瑞 张文录 李桂臣 李占逢 刘兰清 张万春 杨永稳 康宝玉 彭宝良
李国益 刘新民 谭华元 崔永长 乔文昌 刘天智 付万雨 李淑芝 韩秀兰
韩明臣 彭天平 王德玲 彭玉莲 王德儒 王德顺 王桂英 杜春叶 杜春和
索登贤 张永田 杜春花 李世臣 彭天贺 彭军 李秀兰 付靠柱 赵艳玲
李茂得 李治水 刘秀芹 高瑞坡 白丰松 曹赫英 张淑兰 康万志 崔春琴
高连奎 高连学 安忠 平秀芳 岳东一 岳长福 李占一 高文 杜怀香

斋堂镇（151人）：
王自存 刘西良 刘景芳 魏振民 周淑芬 师广琴 杨俊海 牛小先 王成善
刘怀明 谭巨功 宋福辉 马荣霞 刘增金 方秀英 高文柱 李万坡 林秀花
师广明 张广琴 韩广林 刘玉录 黄瑞玲 田万林 李会臣 李得云 李芬芳
杨玉江 张占森 刘德国 艾成国 杨志峰 师定荣 杜万会 于合云 李友民
史维敏 索宝芬 王自通 李万芬 刘玉荣 杜万国 杨桂芝 杨政 刘英
李忠财 张进兰 魏秀娟 臧克花 郑卫国 梁仓祯 魏振新 韩国民 杨淑亭
杨德义 刘景花 杨金良 杨树龙 张翠苹 王金瑞 王建军 谭九会 黄继先
于永珍 王文国 杜连兰 杨德华 杨玉秀 杨义全 王忠 谭宝金 韩晓莲
韩孟亮 李国旭 高敏 张殿锁 张汝川 杨春云 吕志学 杨德丛 孙守英
张俊会 刘正芬 吕广林 刘西红 杨维臣 梁国强 黄秀玲 孙仕军 谭秀信
张德珍 杨德柱 刘成芳 杨德志 韩增远 刘玉宝 王秀福 张广忠 于和新
于有 张小东 王树明 唐永亮 宋恩金 张守平 李正明 马义花 黄瑞华
谭电 杨维志 贾正立 王成菊 杜林彭 李复学 石炳利 杨连刚 张德宝
杨智坚 杨兴英 王增军 刘丰国 谭久春 岳东兰 王秀芬 张克斌 王建新
谭凤 赵显娥 王久国 高国印 张成花 索登新 林春贵 石建强 王增民
李增会 吕芳 刘西芬 刘霞 董秀连 杨淑萍 马芝琴 谭中雨 王兆英
魏振国 杨连英 杨兆新 张广新 杨会坡 吕思钢 吕宏水

清水镇（154人）：
伏金花 马德花 聂庆云 王宝兰 马玉玲 梁春义 隗有香 于永臣 张生菊
张文惠 宋庆忠 魏治学 李芳昶 张玉琴 周志兰 王德信 王崇梅 李凤云
李正国 杨玉民 贾长英 李芳金 艾宏武 张国基 李玉花 董春清 尚显莉
寇成民 赵连财 赵桂清 尚元通 尚元梅 王占英 王万远 安宏琴 梁文雨
张俊英 吴德莲 赵永岐 王兴普 谭怀芝 曹永刚 李芳廷 张永琴 李清君
张树增 宋有明 张国录 曹永莲 任翠英 于存兰 赵勤合 张国林 曹书信
刘永亮 杨维信 赵桂忠 李芳久 谭怀荣 王万安 马之茂 梁树华 连维娟
梁井利 史长利 王林 赵玉花 张国花 郭荣华 杜春花 王惠芳 董立国
付守义 李时国 杨春芳 史正贤 张文珍 马之润 王腾英 李玉丰 张甫云
付景云 李正芳 梁万双 董立英 王永敏 赵清柱 徐光荣 王腾忠 赵连雨
魏元平 谭天花 曹玉智 曹玉花 华得海 安淑珍 任全来 赵殿亮 赵勤芬
王腾芝 赵亮 马永生 于克民 任全荣 王俊柱 张进民 任正才 赵连芳
史秀梅 杜甫金 赵连书 连九培 王宝侦 燕宝亭 王朝生 郑向东 王林英
张殿英 王志刚 王全香 姜玉敏 寇成合 胡久明 张殿德 李文芳 陈良敬
李清林 赵永润 李清庆 张进梅 张进忠 杜春芬 王俊荣 刘维静 赵明生
炼成财 王秀芬 艾宏庆 王振银 陈文明 李清敏 尚元亮 陈良兴 赵殿辉
尚显才 张文芝 张庆芬 梁万远 王永华 张得安 董立增 杨春生 王国生
晋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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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一症两方因贫富
我们这里说的“两方”，是指两种方法

对待，而并非指具体的两个“方剂”。
俗话说：“有钱也吃药，无钱也看病。”

就是说，人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不管是穷
是富，没有不得病的。同样，不管你是穷是
富，有病就得看病。因此，这谁也离不开的
人，一是教师，二是大夫。这就是大夫、老
师在农村吃香的原因了。咱们今天，专门
说一个大夫看病的故事，叫“一症两方因贫
富。”这大夫是谁呢？是灵水的谭大斋。告
诉你吧，“有钱也吃药，无钱也看病”就是他

说的。相传，谭大斋谭老先生，曾经用“以
毒攻毒”之法，治好了在西胡林养病多日的
八路军营长，名声很快在老八区传开了。
还听说他用“转移之法”为左手长疖之人化
解过疼痛。即“左手长疖，千万别揭，瓜熟
蒂落，右手还接。”他这一“右手还接”，病人
的注意力便转到了右手，自然就化解了左
手的疼痛。所以，一提起谭大斋，人们不仅
竖拇指，还会讲出很多故事。

一年，岭东沟子流行瘟疫，实际上就是
流感。一个鞋上前头露枣、后头露柿子的
老汉来到灵水谭大斋的门口。谭大斋正在
门口乘凉只听那人问道：“这是谭先生家

吗？”谭大斋说：“你找他有事吗？”“我病了
半个多月了，老不见好，是想让他给看看！”
谭大斋也不露名，走上前去看了一遍说道：

“你甭找他了，回去熬几碗大萝卜水喝就行
了！”“你是谁呀？”那人问道。一旁同坐的
田小二说道：“这就是你要找的谭先生啊！”
那人回去熬了几碗萝卜水，果然病就好了，
没花一文钱。

过了几天，岭东一个有钱的，听说谭大
斋治好了得瘟疫的病人，也坐轿来到灵
水。说来也巧，正好谭大斋也是坐在门口
乘凉，一旁的田小二捅了一下谭大夫，说：

“你看那人，绸子袄、缎子裤，下得轿来迈方

步。”“有钱呗！”谭大斋说。及至问明来由，
谭先生便将那人礼让进屋，坐在太师椅上，
让其伸出胳膊，两次把脉，然后开方抓药。
药中有这个参，那个鞭，光药就抓了大半
天，前后一计算，250个银元。据说，不等
药吃完，那人的病就好了，其实得的也是同
类瘟疫——流感。这田小二亲历了谭先生

两次看一种病症，所用方法孑然不同便问：
“这是为何？”谭先生说：“这叫‘有钱也吃
药，无钱也看病’。你想啊！那人有钱，即
使没有三妻四妾的，也少不了几个相好的，
身体容易被掏空，得从补肾开始呀！”

（未完待续）

北京市门头沟区2019年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退出对象名单公示
经区卫生健康委审定，下列23名同志退出奖励扶助对象范围，现予以

公示。如发现公示人员中有不符合条件者，请通过下列电话举报：
门头沟区卫生健康委举报电话：69844839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举报电话：12320
举报信箱设在区卫生健康委、市卫生健康委。
公示名单：

潭柘寺镇（1人）：赵海林

永定镇( 5人):陈文 杨秀凤 牛春莲 李桂香 徐秀兰

龙泉镇( 5人):杨桂琴 李金荣 刘静 杨宝信 张树明

军庄镇( 2人):王慧香 安桂荣

雁翅镇( 1人):王学文

清水镇( 4人):梁宏林 伏金云 任成来 史天玉

妙峰山镇（5人）张敬梅 高玉民 王兆青 郝德志 张福庚

门头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