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医生投票排名前三名

（投票情况截至7月31日下午5时）

编号：3006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高炳玉 23888票

编号：3001

临高县中医院陈奕泉 22263票

编号：3008

三亚市中医院萨仁 18262票

制图/许丽

■■■■■ ■■■■■ ■■■■■■■■■■ ■■■■■ ■■■■■■■■■■

2014
征
集
好
医
生

感
人
事
迹

主办单位：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海南省卫计委
协办单位：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海南鸿益有限公司

人物介绍：吴敏
琼海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推荐人（单位）：
琼海市卫生局
投票编号：

3024

人物介绍：黄顺吊
临高新盈镇昆社村合作医疗站医生

推荐人（单位）：
临高县卫生局
投票编号：3021

人物介绍：崔育川
万宁东澳镇裕后村卫生室医生

推荐人（单位）：
万宁市卫生局
投票编号：

3023

人物介绍：李庆勇

五指山市通什镇番赛村委会医生

推荐人（单位）：

五指山市卫生局

投票编号：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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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所候选编号下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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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高县乡村女医生黄顺吊：

身带起搏器，一心为患者

五指山乡村医生李庆勇：

28年守护
山区村民健康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 曾觉 黄良策

从万宁市东澳镇沿着白色的石板
路朝裕后村方向行走一阵，就能看到路
边一个小小的院落。绿色的紫檀和菠
萝蜜树叶掩映着的，是一处白色的房
子。每天早晨村民们骑车上镇买菜经
过这里时，总能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伏
案而坐。

这个身影就是崔育川，裕后村卫生
室的唯一一名医生。“这里既是我的工
作场所，也是我的家。”他说。

记者看到，房屋的左边一间是十余
平方米的卫生室，摆着常用药品和供村
民们打点滴坐的木椅；右边一间则是崔
育川的住所。

“家”虽小，“管”得却很大。名义上
是裕后村的卫生室，但由于邻近的东鲁
村和衙后村要么没有卫生室，要么处于
闲置状态，因此这3个村的医疗诊治工
作全由这一“家”负责。3个村2900号
人的日常小病、突发疾病的诊治重担，
全都落到了崔育川一人身上。

7月22日凌晨1时多，正在被窝里
熟睡的崔育川突然听到紧急的敲门
声。又有人来看病了——他习惯性一
骨碌爬起。果然，52岁的吴挺育老汉
摁着肚子来找他了。老人家的慢性肠
炎突然发作，实在忍受不住疼痛。快速
地诊断后，他给老人开了消炎药。

半夜敲门对于崔育川来说算是家
常便饭，他从未有过半点埋怨。有时，
还需要他半夜赶到病人家里。“有些人
是因为病情严重来不了卫生室，有的老
人则是因为迷信，怕黑不敢走夜路，只
好换成我去他们家。”他笑道。

而白天的“上门服务”就更多了。
崔育川先后买了2辆电动摩托车，手里
常备一个医药箱随时待命。

“他是24小时待命。我们3个村每

家每户都记着他的手机号。他是这三
个村里最知名的人，是我们身边真正的
好医生！”坐在卫生室里，村民崔飞云
说。和许多找过崔育川看病的人一样，
他喜欢路过时到这里坐一坐。

如今，平均每天都会有10—20名病
人前来就诊。崔育川的案子上摆着一本
记录本，记录着村民的就诊情况。“村民
感冒了，到镇上看要五六十元，到这儿看
只要二三十元。能让他们少花点钱把病
治好，我挺开心。”他说。但是，如果病人
两次诊治后还未好转，他会催促村民去
更高水平的大医院，“不能耽误了。”

1993年大专毕业后，崔育川已当
了21年医生。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在三
亚工作，但最终还是选择回老家，“给乡
亲们服务，让我觉得舒坦。”

■ 本报记者 蔡倩

7月24日中午，记者见到吴敏时，
他正从手术台上走下来，手术服刚刚脱
下，又行色匆匆赶到病房查房。与下一
班医生交接完工作，已经是下午1时多，
饥肠辘辘的他才下班吃饭。这样的生
活对吴敏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吴医生！你没开错药吧，药费怎
么这么便宜？”刚刚看过门诊的一位病
人重返医院，手持一张药费清单吃惊地
询问。

“没错，你的病情不严重，平价的药
物就能起到治疗效果。”吴敏详细地对
这位病人解释。

这样的场景，在吴敏的诊室经常
“上演”。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药费，
比门诊挂号费还便宜，却能药到病除。
55岁的王女士，曾因神经性头痛被病
痛折磨多年，她慕名找到吴敏。吴敏开
出了十几块钱的药，解除了困扰她多年
的痛苦。

“治疗要把握好度，过度治疗是一

定要避免的。”吴敏与病人交谈时总是
面带笑容，力求做到每一位患者“看明
白病，花放心钱”。

吴敏自1990年参加工作以来，先
后在琼海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心血管内
科从事临床医疗工作，24年的从医生
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急救中心、心血管内科大多是急
危重患者，病情往往十分复杂，紧急抢
救是家常便饭。在吴敏的脑海里，早
已没有了是上班还是休息的概念。无
论是在家休息，还是半夜三更，一个

“病人需要抢救！”的电话就会让他立
刻赶到病房，以最快的速度挽救危在
旦夕的生命。

一次，他患病在家休息，突然科室
来电话说“重症监护室里患者生命垂
危，需马上抢救！”顾不上自己正发着
39度的高烧，吴敏急急奔向病房。

吴敏医技精湛，在患者中拥有良好
口碑。多年来，每逢他出专家门诊，诊
室前门庭若市。每个门诊日，他的工作
量都会突破医院规定的接诊数。

“患者排队小半天，几分钟就随便打
发掉他们，不符合一位医生的职责。”诊
断过不计其数的心血管病人后，吴敏认
为，多数患者由于不够关注自身病情的
症状，却在病发后寄希望于救治即可痊
愈，对当前医疗技术期望值过高。当前，
心血管疾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刻不容缓。

琼海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吴敏：

让患者看明白病，花放心钱

万宁乡村医生崔育川：

24小时待命的乡村医生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李庆勇当过村党支部副书记、
村民兵营长以及文书，但投入精力
最多的却是乡村医生这一职业。

在五指山市通什镇，只要提起
李庆勇的医术，大家都会竖起大拇
指。李庆勇从医近28年来，从未发
生过医疗事故。他开出的处方大多
不超过20元。

1978 年，李庆勇高中毕业，
在家务农。过去，当地一些农民

“小病拖，大病挨，重病就找巫婆
看”的现象十分普遍。李庆勇看在
眼里，心里非常难受。当时，年轻
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掌握医
疗技术，为贫困的父老乡亲解除病
患痛苦。

1985年，李庆勇到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卫校学习，1986年回
到番赛村委会行医。番赛村委会
有6个自然村，人口750余人。当
时，村委会没有医疗所。一向缺
医少药的村里人，听说他学医回
来，都前来求诊。但是，由于缺
少医疗器械和药品，他也力不从
心。后来，在红山卫生院的支持
下，同意拨给他一些医疗器械和
药品，行医条件才有保障。

乡村医生除了给村民们治病
外，还担负着当地传染病预防接
种和监测，动员农民参加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等繁重任务。为了村
民健康，李庆勇常常顾不上自己
的小家。

1986年 6月，当地正在开展
抗疟工作。卫生院负责人找到李庆
勇，请他到红山南定村帮忙开展抗

疟工作。他毫不迟疑地接下了这个
重担。在此期间，当地却刮起台
风。一周后，抗疟工作顺利完成。
但是，回到家里，李庆勇却发现家
里已被洪水浸泡，一口鱼塘也被洪
水冲垮了。

李庆勇负责的村庄留守儿童和
老人很多。这些特殊人群一旦生
病，很容易因为家人忽略而耽搁。
一次，李庆勇发现邻居家的小孩小
壮已有好几天没上学了。小壮的母
亲在外打工，父亲每天忙着干活，
无暇顾及孩子。李庆勇到小壮家
时，看见孩子满脸通红浑身冒虚
汗，一量体温，已是高烧 38.5
度。给孩子打针吃药后，他看着孩
子体温降下来后才离开。

“不好啦，卓阿婆摔伤了！”去
年6月，在卫生室上班的李庆勇听
到呼喊声。原来，番赛村卓阿婆摔
倒后，躺在地上，额头上、脸上全
是血。赶到卫生室后，李庆勇立即
给卓阿婆清理和包扎伤口，并给她
开消炎药。经过李庆勇的精心护
理，卓阿婆终于可以下地走动。

“我血压高，在外面劳动时头晕，
四肢无力，突然就摔倒了。”今年
76岁的卓阿婆告诉记者，当时她
摔得很重，流血比较多，多亏了李
医生抢救及时。

过去，李庆勇从自己家腾出一
间房作为村卫生室。2012年，在
政府的支持下，村里才建成60平
方米的卫生室，村民们的就医环境
逐步改善。如今，53岁的李庆勇
每天都坚持到卫生室上班，每个月
至少下村一星期，不断为村民们的
健康操劳着。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7月21日上午，在海口打工的临
高县新盈镇昆社村村民吴燕玲专程带
着5岁的儿子从海口回村看病。“儿子
从小生病都是‘吊姐’帮忙看，耐心细
致看病准。在海口医药费贵，海口的
医生对小孩的身体情况也不比‘吊姐’
熟悉。”吴燕玲说。

吴燕玲说的“吊姐”就是黄顺吊，
今年60岁。“吊姐”1962年从医，是昆
社村合作医疗站的一名医生，曾在部
队当军医，1977年回到村里开诊所，
兢兢业业一干就是37年。由于医德
好、医术佳，她如今在昆社村周边的十
里八乡已是远近闻名。

新盈镇昆社村与调楼镇黄龙村相
隔一条小河，往返两个村要坐10分钟
渔船。黄龙村村民王女士说：“每次看
病，都要坐船到昆社村来找黄医生。
她看病准，态度好。每次都耐心向我

们解释病情，我们心里觉得很舒服。”
7月22日晚上7时许，记者在昆

社村医疗站看到，来看病的10多位村
民排起了长队，许多妇女怀里还抱着
小孩等候。

黄顺吊穿着白大褂为一名老人认
真听诊。“吃完饭再工作。”手机里传来
丈夫催促晚饭的电话，但她却一直坚
持把病号看完，此时已是晚上8点27
分。

“习惯了，这些年来很少在6点前
吃晚饭。病人早点治疗，就能早点减
轻痛苦。”黄顺吊笑着说。

除了在诊所接诊，黄顺吊还常常
被一些“急救电话”催到病号家里看
病，大年初一或十五都照样为患者
服务。

1993年6月的一天下午，一名孕
妇在离昆社村三公里处肚子疼痛难
忍，接连发出微弱的求救声。路过的
一位村民看到后，赶紧到诊所告诉黄
顺吊。她二话不说，急忙背上医药箱

和接生物品跑步到事发地。黄顺吊让
村民把孕妇抬到路边杂草丛检查，发
现孕妇马上就要生了。经过她的简单
处理和接生，孕妇顺利产下一名男孩。

除了出外就诊和在诊所就诊，黄
顺吊家里还经常有患者半夜上门求
诊。她总是耐心细致地为病号看病，
从不拒绝。

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的是，黄顺
吊身体里还有植入的起搏器。1996
年，她患上病毒心肌炎后，先后在北
京、广州植入了三次心脏起搏器，2006
年又患上了高血压。

“我们村子大，有5000多人。每天
来诊所的日均大约80多人。我每天早上
6点开门，晚上八九点关门。”黄顺吊说。

“你的身体不好，为什么每天都忙
到那么晚？”记者问黄顺吊。

黄顺吊表示，自己20岁就与医疗
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只要为患者把
病治好，减轻村民的痛苦，自己再忙再
苦点不算什么。

2014年8月1日 星期五 执行主编：卓兰花 主编：徐珊珊 美编：许丽好医生评比健康周刊B06

李庆勇被当地农民兄弟称为“山区白衣使者”。易建阳 摄

黄顺吊医生在昆社村周边的十里八乡远近闻名。

吴敏（中）力求做到让患者“看明白病，花放心钱”。蔡倩 摄

健康周刊微信平台第三期活动

莲花宴受热捧将适当延期

本报讯（记者马珂）各位健康粉，经历了台风，
是不是觉得生命和健康更加可贵呢？海南日报健
康周刊君关注有礼活动第三期因台风中断了几
天，有很多健康粉留言给我们，询问莲花宴是否继
续。

为感谢你们的支持，也为了让大伙有机会尝到
可口的莲花宴，海南日报健康周刊与布衣庄园协商，
延期活动。你还可以来参加哦，你可以免费得到一
些独具匠心的菜肴，也可以只花100元吃到300元
的菜品，或者只花300元吃到1000元的菜品。快来
参与吧，我们不设份数，百分之百中奖哦！

布衣庄园在琼州大桥东边，是一家小小的农
家乐。与其说这里是农家乐，还不如说是朋友们
常聚会的集结地。一位中年女人耕耘的一片小
天地，这里的食材都十分新鲜，地里现拔的新鲜
蔬菜、土鸡刚下的鸡蛋、顺手从莲花池里摘下的
莲花……一切你看得到的花花草草都被精心地烹
制成美食。

来这里，喝喝新鲜的莲花茶，品品自酿的莲花
酒，尝尝庄主酿的酵素，所有饮食都只为你的健
康。

庄园地址：从海口出发经琼州大桥往东行驶，看
到大昌方向指示牌时，往左拐再直走，左手边可以看
到布衣庄园。

咨询电话：15208955526

崔育川（左）24小时为村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