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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王潘育
澄迈县白莲中心卫生院院长

推荐人（单位）：
澄迈县老城镇

罗驿村村民李运达
投票编号：3013

人物介绍：胡取章
保亭八村卫生院医生

推荐人（单位）：
保亭八村卫生院
投票编号：3015

人物介绍：何超明
海南农垦三亚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
推荐人（单位）：

海南农垦三亚医院
投票编号：3014

人物介绍：麦贻钦
昌江中西医结合医院

门诊部主任
推荐人（单位）：

昌江卫生局
投票编号：3016

好医生候选人投票渠道
1.网络投票：
登录南海网（www.hinews.cn），在首页右下角活

动公告栏目，点击进入“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专题，
在候选人中选择您支持的医生，点击“投票”即可。

2.短信投票：
海南省内手机用户（移动、联通、电信）编辑“您支

持的医生编号”发送到 1062886622（每个手机号码每
次只能发送一个候选对象编号，资费：1元/条，不含通
讯费），发送成功即可收到成功参与的回复短信。例
如：支持 3001号医生，省内手机用户可编辑“3001”发
送到 1062886622，收到成功回复短信表示一次投票成
功。

3.电话投票：
固定电话用户，可拨打16882223按语音提示进行

投票（资费1元/票，不含通讯费）。
4.海币投票：
海币投票：点击所选候编号下方的“海币投票”，

登录海币系统后即可用支付宝或充值卡为候选人投
票。

票数换算：总投票数=网络投票数+（短信投票
数+电话投票数+海币投票数）×10

读者参与有奖励
我们将从参与本次活动投票及参与微博、微信互

动的读者中每周抽取5名幸运参与者，给予礼品奖励
（由海南拜尔口腔医院提供的VIP洗牙卡）。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李唐旭 黄华师

他是澄迈县首名主动放弃大医院
机会到基层锻炼的外科医生，在澄迈白
莲中心卫生院工作12年来，将这个原
本业务收入不足70万元的乡镇卫生院
发展为全县最大的乡镇医疗中心。

他被当地群众称为“一把刀”，是澄
迈县第一位敢在乡镇卫生院开展多种
外科手术的好医生。他认为，医生的快
乐来自病人的快乐，在小医院踏实勤恳
工作也能有大医生的成就感。

他就是澄迈县白莲中心卫生院院
长王潘育。

外科专家主动请缨下乡

初次听说王潘育，来自澄迈县老城
镇罗驿村村民李运达的举荐。他告诉记
者，老父亲骨折送到卫生院后，得到王潘
育的精心医治。由于老人家年纪大无法
移动，王潘育还专门从海口请来专家动
手术。全家人对此感动不已，“这位为病
人着想的好医生，你们一定要多报道。”

但采访王潘育并不容易。记者每
次给他打电话，他不是在忙，就是主动
推辞：“我实在没什么可说，你应该去采
访那些更好的医生”。总共约了三次，
记者才见到了他本人。

王潘育以前是澄迈县江南医院副
院长，是当地有名的外科专家。2004
年，澄迈县推行医疗体制改革后，他竞

聘为白莲中心卫生院院长。
医生从大医院到卫生院的流动性很

小，而外科医生到基层工作则更为罕见。
“当时其实还有回县医院工作的机会。但
我是从那里出来的，不想再回去了，同时
也希望自己在乡镇能有所作为。”

“走了的同事又回来了”

在白莲中心卫生院二楼，王玉（化
名）刚做完手术躺在病床上。她很庆幸
自己的阑尾炎手术在这个离家不到10
公里的医院顺利解决了。

王潘育刚到白莲中心卫生院时，全
院只有10名医护人员，房间简陋，也没
什么设备，只能开展最基本的内科诊
疗。“院里的病人最少时一天只有几个，
特别冷清。”医生陈芬说。

在王潘育的带领下，医院不但先后
扩建了发热门诊、住院大楼等，还引进

了X光机等一大批设备。硬件环境的
改善，吸引了不少医务人员到来。如
今，白莲中心卫生院拥有48名医务人
员，全院月门诊量达到了四五千人。

目前，白莲中心卫生院不仅是澄迈
县20个乡镇卫生院里硬件配备最好的
卫生院，也是唯一能开展多种外科手术
的乡镇医院。王潘育到卫生院后，不仅
自己主刀，还亲手带出2名外科医生。
如今白莲卫生院能开展胃全切除、剖腹
产等多项外科、妇产科手术，缓解了当
地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

“现在连马村等附近地区的农民都到
我们这看病了。卫生院门诊量增加，我们
的收入提高了，每年还有机会到外面培
训。原来走了的同事又回来了。”陈芬说。

“在基层为群众做手术，感觉很充
实，很受老百姓欢迎和尊敬。只要医疗
环境逐渐改善，我们在小医院同样有医
生的成就感。”王潘育笑着说。

澄迈县白莲中心卫生院院长王潘育：

在小医院
也有大医生的成就感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背着药箱，早出晚归，孤独地行走
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八村卫生院医生胡取章有着深山

“飞毛腿”的赞誉。19年来，他扎根偏远
山区，守护着2500多位群众的健康，见
证了当地乡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变迁。

进村看病常遇牛虻蚂蝗

黝黑的皮肤，瘦弱的身板，留着大平
头，胡取章显得精神抖擞。7月4日上
午，记者来到八村卫生院时，他正在整理
病人以及适龄儿童疫苗注射档案资料。

1995年，20岁的胡取章从海南
省第二卫生学校医士班毕业后，就一
头扎进保亭八村卫生院。

“当时的八村卫生院房子到处漏
水。看到卫生院破烂不堪的样子，心
里都凉了半截。”胡取章说，直到2002

年，在民宗部门扶贫项目的支持下，八
村卫生院才新建了卫生院办公楼，就
医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过去多年，村民看病、打疫苗都靠
医生步行进村。胡取章刚开始走路走
得脚发酸，后来才慢慢适应。

每次到距离卫生院约10公里的
水贤村和什东村看病时，胡取章常常
一大早就背着药箱进村，一路爬山涉
水，沿着山路盘旋而上。山壁光滑，路
边杂乱地堆着土块、乱石，而路旁就是
数十丈的悬崖峭壁。行走途中，路边
树木丛中飞舞着嗜血的牛虻，经常在
胡取章身上叮出蚕豆大小的包。“沿途
蚂蝗也很多，有的会从他的脚上爬上
来，有的从树上掉下来，让人防不胜
防。”他对记者说。

胡取章步行看病8年后，八村卫
生院于2003年才配备了第一辆摩托
车。有几次，他骑摩托车进村给村民
看病，遇到大雨导致河水暴涨无法行
驶，需要好几位村民涉水合力才将摩
托车抬过了河。

村民随叫随到的村医

“咚咚，咚咚咚……”2008年8月
的一天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胡
取章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八村村委
会什败村村民邓才文的老婆突然分
娩，需要医生上门接生。

胡取章赶紧起床，并叫上另外一
位女医生，骑着摩托车一起到什败村
帮孕妇分娩。“小孩在出生24小时以
内要打乙肝疫苗。只要孕妇在村内分
娩，我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给小
孩注射疫苗。”胡取章说，他已记不清
有多少个半夜出门给村民们看病了。

2010年前，八村卫生院只有院
长、医生和护士3名工作人员。胡取
章几乎成了全能医生，没有假期。

“长期以来，卫生院的人手都很
缺。胡取章兼任临床医生和防保人
员，工作量很大，不仅负责门诊，还负
责计划免疫、急性传染病预防以及艾
滋病、地贫宣传等工作。”八村卫生院
院长黄平说，直到现在，卫生院配备了
7名工作人员。有医生轮换值班，胡
取章才休上了假。

“现在老百姓的就医环境好多
了。老百姓看得起病，有病不再拖着，
我很欣慰。”胡取章说。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通讯员 陈泽燕

微白的头发，亲和的笑容，44岁的
海南农垦三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何超
明常被大家称为“何老超”。作为省内
唯一的脑卒中筛查与防治优秀中青年
专家、该院最年轻的大内科主任，他承
担了多项科研获省厅级基金课题，不断

赢得患者尊重，收获职业辉煌。

视患者为亲人

视患者为亲人，用来形容何超明，
一点都不为过。

29岁的刘晶头晕突发脑出血，陷
入昏迷，在多家医院治疗未果。6月19
日，她被送往海南农垦三亚医院神经内
科治疗。在许多医院都断定刘晶是脑
出血时，何超明却分析起患者的一叠
CT图片来，“当时第一印象应该是脑出
血。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片子就会发现，
患者应该是大脑静脉窦血栓形成。”

如果按照传统脑出血治疗，等待刘
晶的很可能就是死神的降临。大脑静
脉窦血栓为罕见的高危疾病，明确诊断
后，经过何超明和团队的治疗，刘晶转
危为安。

“小便有感觉吗？将两只手慢慢握
住……”7月2日，躺在病床上的刘晶积
极配合康复治疗，何超明耐心地将她的
一根根手指掰开又握住。

为表感谢，刘晶的家属将2000元
红包硬塞给何超明。多次推脱未果，他
佯装接下后，随后又将红包打入了刘晶
的住院费中。

47岁的倪先生正值壮年，却患上
了急性脑栓塞。为了尽可能不让患者
留下后遗症，在静脉、动脉溶栓治疗都
无果的情况下，何超明开始了大胆的尝
试：动脉支架取栓新技术。经过治疗，
倪先生顺利走着出院。在他和家属看
来，实属奇迹。而该患者的成功救治，

也填补了我省琼南地区急性脑血管病
介入治疗的技术空白。

陆续完成我省首例颈动脉狭窄支
架植入术、首例椎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
……近年来，在神经内科治疗领域，为
了让患者利益最大化，何超明及其团队
不断开拓创新，勇于担当“首个吃螃蟹
的人”。

“和他共事，痛并快乐着”

“阿公，阿婆最近还好吧？记得按时
服药，定期复查肝功能和血脂……”海南
农垦三亚医院神经内科医生蒋月丽致电
患者陈女士的丈夫，对其进行出院后的
专业随访。按照要求，患者出院后，该院
会有专门的团队负责患者的随访。

“各种治疗技术的突破，只能在院
中这个环节给予患者救治，而院前和院
后的预防、随访等环节同样重要。”何超
明说。为提高人们对脑血管疾病的认
识，减少发病率，何超明和他的团队在
科室内设立脑卒中宣教室，每年举办脑
血管病健康讲座，开展脑血管病筛查。
得益于何超明及其团队高效的工作，国
家卫计委授予海南农垦三亚医院“卫生
计生委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荣
誉称号。今年5月，何超明获得了2014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筛查与防治
优秀中青年专家奖。

“何主任视病人的利益高于一切，
深夜在床边守着病人2个小时的事情
太多了。和他共事，痛并快乐着。”蒋月
丽笑着说。

■ 本报记者 黄能

今年是麦贻钦在昌江黎族自治县
行医的第32个年头。许多走进昌江中
西医结合医院的病人看到这位慈和医
生时，心里总会充满温暖。

多年来，麦贻钦在中医特色疗法方
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如今，他每天都要
面对排成长龙的候诊病号，加班加点已
成生活常态。

绿色中医

一位李姓女患者长期患有慢性盆
腔炎，曾到多家医院进行抗炎治疗，花
了几千元钱，症状却老是反复发作，最
后只好寻求中医治疗。经麦贻钦诊查
并开了5剂中药服用，症状改善后，又
连服10剂，腹痛症状居然消失，总医疗
费不足200元，此后多年不再发作。

“现代社会，因为环境污染、工作压
力大等原因，常会出现不孕不育、男科、
妇科等一系列相关疑难杂症，不仅影响
家庭和谐，还容易发展成社会问题。”麦
贻钦告诉记者。

在麦贻钦看来，中医治疗疑难杂症
具有其独到效果。根据病人的体质，采
取中医调理特色疗法，副作用小、价格

低廉，堪称“绿色”疗法。他常对随诊医
生说：“十几元中药就能治好病，何乐而
不为？”

近年来，麦贻钦在昌江医疗卫生机
构中率先开展了足浴、艾灸、熏蒸等中
医特色疗法，充分发挥中医在医疗、康
复、保健和慢性病等方面的特色和优
势，同时注重运用中西结合方法对病人
进行救治。

做好本分

身为麦贻钦导医的钟小晶最怕麦
贻钦身体吃不消。

每天上午，麦贻钦上班前，门诊大
厅已排起长龙在等候。不少人都是从
邻近市县慕名赶来的。加班加点对于
麦贻钦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除了门诊任务外，身为病房主任的
麦贻钦还负责病房的管理、查房和医院
急诊工作。一接到急诊抢救电话，他就
要以最快速度奔赴医院指挥抢救，连他
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次被唤醒。

“每天不断接诊、查房、出急诊，不
知不觉30多年就过去了。虽然每天都
很辛苦，但也很充实。”麦贻钦对记者
说，“救死扶伤是医生天职，再辛苦也不
过是做好本分而已。”

健康周刊微信公众平台第二期关注

有礼活动顺利进行

599元红酒送完为止！
下一期将送莲花宴

本报讯（记者马珂）开启半个月，目前海南日报健
康周刊平台的粉丝数，已发展到700多名。也许你只
是因为朋友推荐而关注了我们，也许你发现这个平台

“还可以”，也许你现在已经把点击我们的信息作为生
活习惯。谢谢你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会用更多送礼活
动和更好的资讯来答谢。如果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
以给小编留言，期待与你们成为朋友。

关注有礼活动进行第二期，欢迎热情参与，价值
599元的法国进口红酒也按规则赠送。下一期我们将
赠送莲花宴，让健康粉丝们大饱口福。

征集活动礼品供应商：如果您看好我们的平台，如
果您愿意让粉丝们体验和分享你们的产品，请联系
18976640822，让我们共同成长。

保亭八村卫生院医生胡取章：

大山里的“全能医生”

昌江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麦贻钦：

绿色中医救死扶伤

海南农垦三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何超明：

勇当“首个吃螃蟹的人”

好医生投票排名前三名
编号：3006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高炳玉 23281票

编号：3008
三亚市中医院萨仁 18220票

编号：3001
临高县中医院陈奕泉 17815票

（投票情况截至7月10日下午5时）

本报讯（记者马珂）由海南日报
健康周刊与省卫计委主办的“寻找身
边好医生”活动开展一段时间以来，在
省内医疗行业引起关注。目前网友投
票热情高，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
高炳玉暂列第一。

“你好，我们也想推荐医院里的好
医生。”近期，随着寻找身边好医生活
动的深入开展，省内一些医院主动打
来电话，推荐本院的好医生。“这个活
动特别好，把医生不为人知的一面展

现出来，把患者与医生感人的故事挖
掘出来，弘扬了正能量。”省农垦医院
有关负责人说，有些医生为岗位默默
付出，为患者尽心尽力，应该让他们的
事迹展现出来。

据了解，目前已报道的11名省内
好医生，也引起了省内其他媒体的关
注。海南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在海南
日报健康周刊微信平台上看到五指山
市什益村乡村医生王金萍的事迹后准
备进行电视报道。

寻找身边好医生活动
引省内医疗行业关注

王潘育被当地群体称为“一把刀”。 孙慧 摄

胡取章在写病历。 易建阳 摄

何超明为患者诊疗。 陈泽燕 摄

麦贻钦在接诊。 黄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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