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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周刊 海南省2014年度“寻找百姓身边的好医生”大型活动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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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作为一名跑医疗口的记者，与医生近距
离的接触是司空见惯的事。对于医生这份
职业，相较于常人，我更多了一份理解与尊
重。去年6月，海南日报社联合省卫计委推
出“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活动，挖掘、发现
好医生成为我的一项任务。

我首先拜访了海南农垦三亚医院，总是
面带笑容的何超明医生进入我的视野。翻
看他的履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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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简历，医技自然是不在话下。

采访过程中，何超明像往常一样，来到
患者床边查房，“将两只手慢慢握住……”，
他耐心地将患者的一根根手指掰开又握住，
那种认真、细心仿佛有一种无形的撞击力，
让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了一位医者待患者如
家人的温暖。

与王锡雄的相遇，更多是偶然。接到线
索，三亚市人民医院一名医生问诊时边挨
打、边救人，这是个很能吸引眼球的新闻。
我随即赴该院采访，那时的王锡雄因被患者
家属殴打，正在住院疗养。记者见到王锡雄
的第一感觉是，这医生很年轻，有朝气。仔
细和他的同事聊完后，获悉他不止一次身处
危险时将同事往外推，自己仍坚守岗位履行
职责时，我对他开始产生敬意。

报道见诸报端后，王锡雄得到了各界的
关心与支持，他也从中收获了满满的感动，

“只要我在岗一天，我就会尽全力履行医者
的职责。”经历过这些事件后的王锡雄，更加
珍视救治患者的每次机会，还想前往基层医
院为百姓坐诊。

与好医生周广怡的认识，依旧是意外。
一天接到解放军第425医院通讯员的稿件，
写的是该院由周广怡主刀的一台高难度手
术，手术的具体名称已不太记得，但稿件里
那个“难度王”医生——周广怡却在我脑海
里久久未能散去，当即决定联系该院通讯员
表达了采访的需求。

很快，我与周广怡在他的科室见面，一
身白大褂的他精神抖擞。与其他医院的医
生不同，身为军医的周广怡，多了一份军人
的豪气与阳刚。话题从他的高难度手术开
始，逐步聊到他主攻的“中风”治疗。谈起今
后的职业规划，周广怡表示，“将继续对我省

“中风”患者进行系统归类；发现更多脑血管
病的发病特点及规律；探索海南脑血管病的
分子遗传学机制……”。

与好医生的近距离接触，是记者生涯中
的宝贵经历。从他们身上，医者仁心得到了
最朴实的诠释。

采访好医生是记者
生涯中宝贵的经历

为了抢救更多的病人，付
斌工作起来不要命，53岁的他
虽然身材高大，但多年来的积
劳成疾，他也是疾病缠身，作为
科室主任，总是冲在急诊科第
一线。

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白
天和所有科室一样正常工作，收
治病患。而晚上当门诊都关门
的时候，所有的病人都会被送
到急诊科接受救治，一年接诊
三四万人次的病人，每天平均
接诊轻重症患者三四百人次。

颁奖典礼上，付斌的妻子
为他颁奖。付斌用一个字来形
容多年来的感受：“忙”。

谈起父亲和母亲，付斌说，
父亲十几年前，因为高血压3
年瘫痪在床，后来去世，之前一
直都是母亲在照顾，3年来他也
没有陪过老母亲。

“忠孝两难全，退休之后，
我会回老家陪伴她。总之，我
拖欠他们的，如果有时间我希
望补偿他们。”

颁奖现场，播放了母亲对
付斌说的一句话“只要你好好
工作，我就放心了。”老母亲的
话牵动了现场观众的心，大家
为这位伟大的母亲所感动鼓
掌。

付斌

蕤宾铁响
他有妙手，也有仁心。他

擅长以中医的思维和诊疗方式
分辨病人体质，帮其培元固本，
又能用西医的方式精确定位诊
断，药到病除。他的手机号码
贴在接诊办公室门口，他是昌
江人健康的守卫者。

今年48岁的韩建涛是文
昌人，已经从医24年，现任昌
江黎族自治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门诊部主任。他博采众长，精
研医术，练就一双妙手，而且时
刻体贴病人，心里装满病人的
情怀铸就一颗仁心。大学时，
虽然学的是西医，但不拘一格
学涉中医、医疗气功、偏方、针
灸、穴位注射、封闭、按摩、康复
训练、心理咨询等医学领域。
韩建涛说，医生对每种病症都
应备有“三斧头”，即三种治疗
方案，中药不行用西药，西药不
行中西结合治疗，这样临床工
作就能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他坚持为患者开低价好药，他
说，开药需按病情来定，一定要
对症下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当主持人问道，“为什么在
医疗薄弱的市县坚守了这么多
年？”韩建涛回答，作为一个医
生，能施展医术，在哪工作都一
样，那里的百姓需要我。

韩建涛

深情涛涛
他做儿科医生整整20年，

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个
日夜是守护在患儿身边，也记
不清自己到底抢救过来多少个
鲜活的小生命。在抢救患儿的
过程中，他的手臂肌腱拉伤，却
浑然不知，直到将患儿抢救过
来后，才感觉到疼痛。他就是
省妇幼保健院儿科医生雷智
贤。

雷智贤被人称为“医者贤
父”。他曾先后赴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复旦大学儿科医院等
进修。在进修期间，雷智贤是
位绝对的好学生，每天从早上6
点到夜里一两点，他都会守护
在病房，求知若渴。有人说雷
智贤，对自己的工作达到了

“痴”的状态。2011年，海南省
手足口病疫情爆发。当时省妇
幼保健院病房条件较差，设备
不足，技术力量不够强大，但为
了全省手足口病重症患儿的生
命安全，该院临危受命，义不容
辞地接下全省手足口病重症救
治定点医院的重任。雷智贤带
领科室全体医护人员，几十个
日夜坚守在病房。

“真的很感谢他救了我的
孩子，非常感谢！”一句感谢，表
达着孩子家长感激之情。颁奖
现场，得到过救治的患儿一家
上场为雷智贤颁奖。

雷智贤

医者贤父
他扎根在万宁东澳镇裕后

村卫生室，负责着3个村2900
号人的日常小病、突发疾病的
诊治重担。半夜敲门对于他来
说算是家常便饭，但是他从未
有过半点埋怨。白天为了“上
门服务”先后买了2辆电动摩
托车，手里常备一个医药箱随
时待命。他就是崔育川，被村
民称作“三个村里最知名的人，
是我们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崔育川是裕后村卫生室的
唯一一名医生，自从1993年大
专毕业后，他已当了21年医生。

然而每天东奔西走在大山
中的他却到了癌症晚期。因此，
崔育川未能来到颁奖典礼现场，
他的妻子和儿子代为领奖。

晚会现场播放了有关崔育
川向现场观众以及儿子说的
话：

“最遗憾的是没有能供儿
子上高中，如果父亲不在了，你
要努力争取，帮助妹妹和弟弟
上学。”崔育川谈起获得奖项
称，感觉很圆满，活动的举行让
我得奖是对我的认可！

颁奖典礼上，崔育川的儿
子在谈到爸爸时，不禁落泪，称

“只希望爸爸没有事！”
崔育川孩子的话，不禁让

在场观众为他祈祷，希望崔育川
好起来。

崔育川

大爱如川
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他

甘愿离开繁华都市，20年扎根
白沙山区。白沙黎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中医科主任罗海生说，

“选择了就不放弃”。
2003年，白沙人民医院中

医科停办多年后恢复，罗海生
是中医科里唯一的医生。之
后，在罗海生的努力下，中医科
的医护队伍发展到现在的17
人，固定资产由原来的1000元
发展到现在的 60 余万元。
2012年，在白沙人民医院新住
院大楼，中医科占了整整一层，
面积达1400多平方米。

罗海生年纪不大，但对中
医技能的钻研让他成为了白沙
人民医院的“招牌”。不少患者
慕名从广东、重庆专程到白沙
找他治病。罗海生首先学成的
针刀技术，已经成了该院中医
科的“拿手戏”。每天该院都有
几台甚至10多台针刀手术，痛
症的治愈率达80%以上。

颁奖现场，罗海生的母亲
为其颁奖，罗海生说，“能为父
老乡亲们解决病痛是我最开心
的事”。

罗海生

生根山区
乳腺肿瘤不仅会剥夺女人

的健康，也会剥夺女人的美
丽。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乳腺
肿瘤科主任高炳玉，他是乳腺
肿瘤的“克星”。高炳玉每天致
力于将生命和自信还给那些爱
美的女人。

高炳玉说，他15年的从医
路上，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惊心
动魄，更没有感天动地，他只不
过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医生。15
年，他坚守医生应有的职业道
德，没收过一个红包；15年，他
坚守对患者的尊重，与患者沟
通，耐心倾听他们的苦闷；15
年，他坚守对工作的热爱，以院
为家，用尽全力挽救患者生的
希望。

高炳玉在现场说，“患者来
到医院看病很紧张，我们提供
微笑服务，患者能对我们信任，
配合治疗。我们给予他们精神
安慰，能缓和医患关系，多听患
者说几句，多为患者讲几句，就
能避免不少争端”。患者家属
为高炳玉颁奖，她说，“我姑姑
患了乳腺癌对生活失去信心，
高主任耐心解说，成功手术，恢
复得很好，谢谢高主任！”

高炳玉

温暖如玉
他，一年时间跑遍海南17

个市县，帮扶基层医院，所到之
处积极为当地老百姓义诊；他，
仅用一年时间，就将一个仅有
17张病床，医疗技术力量薄弱
的冷门科室发展到如今已拥有
65张病床，患者涌如潮水的热
门科室。他是海南省中医院外
科主任林龙。

林龙曾在海南省人民医院
工作。2013年，为了提升海南
省中医院的综合医疗实力，林
龙从省人民医院这一综合性平
台调入到外科发展力量薄弱的
海南省中医院。一年内，他让
省中医院的外科科室改头换
面。作为学科带头人，他在院
内率先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新
项目，填补了省中医院很多新
技术方面的空白，年收治患者
达到1500多例，改写了省中医
院外科收治病例最高的历史。

主持人问，“什么动力让您
一直坚守在医生的岗位上？”林
龙回答，“做为外科工作者，有
时感觉很累，因为医院需要我，
身边的百姓需要我，这就是我
的动力”。

林龙
仁心如莲

何超明是海南农垦三亚医
院神经内科主任，视患者为亲
人，被患者亲切称为“何老
超”。同时，他还是省内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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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胆尝试动脉支架取栓
新技术，填补了海南省琼南地
区急性脑血管病介入治疗的技
术空白，陆续完成海南省首例
颈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首例
椎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

44岁的何超明出身贫寒，
从医之初他就有一个朴素而温
暖的梦想：把有限的生命献给
那些真正需要帮助并且他可以
帮助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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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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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超明
仁德超群

他是解放军425医院神经
内科的一名医生，在海南省唯
一一家神经内科系统独立开展
缺血性脑血管病介入治疗的科
室，被誉为“难度王”的他和同
事们，长年并肩与高发病率、高
致死率的脑梗死（俗称“中风”）
作战。

36岁的周广怡，拥有12年
从医经验，承担着包括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多项科研课
题的研究工作，主持并建立了
我省首个基于网络云注册的卒
中登记数据库。

“病人一句感谢，就像一剂
兴奋剂，促使我在挑战医学高
难度的路上越走越远。”周广怡
对未来有着明确的工作规划：
继续对海南“中风”患者进行系
统归类；发现更多脑血管病的
发病特点及规律；探索海南脑
血管病的分子遗传学机制……

在17日晚的颁奖典礼上，
由于周广怡出海执行任务，并
未来到现场。他的同事代为领
奖，谈起其对周广怡的评价时，
他的同事告诉记者，“周广怡是
科室年轻优秀的医生，自从毕
业来到医院后，就开展了缺血
性脑血管病介入治疗。深受广
大患者的喜爱！”

周广怡

大德怡人
这个汉子如铁打，挨打还

不忘救人。年纪轻轻，历经坎
坷，但不忘初心，三亚市人民医
院医生王锡雄用他的热心肠温
暖着每一位患者。

4岁患病，励志做一名医
生。做了医生，不忘这个职业的
崇高。80后的年轻医生，在抢
救室“边挨打边救人”的事迹，经
媒体报道后引起各界称颂。自
己还未康复，却为了给需要手术
治疗的患者腾出床位，自己就在
走道的加床上休息。

虽然在工作中不只一次被
打受伤，但他无悔自己的选
择。他说，“用我的双手治愈更
多的病患，解除更多人的病苦，
那就是我的梦想结的果”。

“当医生24小时不回家已
是常态。接诊一些急危重病人
后，我要看着他们病情稳定才
能下班，常常会忙到次日傍
晚。”王锡雄说。

“我们三天一个倒班，通宵
加班很常见。”因为工作的繁
忙，初为人父的王锡雄很少有
时间陪伴年幼的女儿。

王锡雄医生的岳父为其颁
奖。他说，我很满意女儿找了
这样一个丈夫，他有责任心，希
望他之后能帮助更多的病人。

王锡雄

痴心不改

⬅ 2014年度海南省“寻找身边好医生”活动十佳好医生获奖者及领奖代表。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2010年，崔育川被查出患有神经瘤，这
两年癌细胞复发向肝脏转移，每隔3个月就
要住院一次。积蓄不多的他，如此敬业，始
终坚持在岗位上为3个村2900多人服务。
去年，在记者采访时，他并没有说到此事，也
没有将病情透露给其他村民，看起来一切正
常。

去年7月下旬，记者到万宁市东澳镇裕
后村采访崔育川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家与
卫生室融为一体，左边一间屋看病，右边一
间是住所。他看病时，妻子潘亚丽就在一边
忙活做饭、洗衣服等。晚上村民要有什么急
病，就来敲他的家门。上不了门的，就打他
手机，不管多晚他都会迅速骑上自己的电动
车，星火赴命。

其实，有些年老的病人因为传统观念不
想走夜路才叫崔育川上门看病。但是，采访
中，他讲起这些情况，风轻云淡，认为在基层
工作就要主动适应各种复杂情况。记不清
有多少次，崔育川用自己的车送看完病老人
们回家；遇到孤寡老人，也常常会给他们免
去费用。

因为认真周到地为他们服务，村民们与
崔育川的亲密关系也非同一般。采访中，记
者看到，有的村民不看病的时候，也喜欢到
崔育川的卫生室内坐一坐，看看报，聊聊天。

在扎根基层21年后，这名可爱的医生
自己也病倒了。此时，2900名群众正在为
他祈祷。

万宁医生崔育川：

绝症在身，仍挂念
着给乡亲看病

■ 本报记者 马珂

他，用脚步丈量着大山的寂寞，用生命守
护村民的健康；他，将一声声疾驰而来的急救
笛声，幻化成为生命中的动人乐章；他，用春
风般的笑容，化解了对方的绝望和恐惧；他，
拒绝了繁华与荣耀，执意留守在偏远的西部
边城……他们很远又很近，每当病痛缠身甚
至死亡逼近与我们比肩共进，每当痛苦远去
健康重回又悄然离去，他们的名字叫医生！

1月17日晚，海南工商职业学院礼堂里，
一阵阵感动，一次次落泪。这里，上演着海南
省2014年度“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活动的
温暖故事；这里，释放着医者仁心、大爱如川
的力量。

寻找，从一位乡村医生的
笑容开始

去年2月21日，海南的天气有点阴冷，
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中兴村黎族乡
村医生王成瞩抱着新药箱，一脸灿烂笑容穿
透阴霾，给人带去暖意。

这个62岁的老人，在过去的44年里，背
坏8个药箱，亲手接生56个孩子，每年接诊1
万多人次……从朝气蓬勃的少年到年过花甲
的老人，王成瞩的大半生，几乎都在用脚来回
丈量着莽莽五指山下的小路，为山村里的病
人送去安康。王成瞻很擅长用黎药治病。他
经常背着竹篓翻山越岭采草药，辛苦采来的
草药从没拿去卖钱，而是给村民们免费服用。

王成瞩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省卫生部
门有关领导给他送去了新药箱，为其修建了一
个标准化、示范化卫生室，鼓励他更好地用黎
药为百姓治病。面对这份沉甸甸的关怀和众
多素不相识人的关注，王成瞩笑了，这笑容里
浸透着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那份医生的骄傲！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还有多少仍默
默守在一线恪守着医生职业道德的医生？
凭着一份省内主流媒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担当，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开启了一场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的大型公益活动。

2014年6月起，在省卫生计生委的支持
下，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派出数十名精干记者，
深入省内各市县，发掘素材。活动期间，众多
患者纷纷推荐他们心中的好医生。

短短6个月中，60余名省内各级医疗机
构医生们的典型事迹，展现在海南日报健康
周刊和南海网的版面上。

关注，建立在无数患者的
信任和期盼中

1万、3万、15万、50万、100万、200万
……数字不断跳动，设置在南海网的首届海
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活动投票平台，
不断刷新着投票记录。好医生的报道，牵动
着众多读者的心。

“他救了我的命，不是通过医疗技术，而是
半小时的倾听。他是我心目中的好医生。”活动
期间，在海口一家银行工作的杨女士，向海南日
报记者推荐了海医附院乳腺部主任高炳玉，并
称高炳玉改变了她过去对医生的冰冷印象。

“医生和患者是可以互相信任甚至成为
朋友的。这些好医生的事迹令人感动，我钦佩
他们的敬业精神，希望这样的报道能够继续下
去。”读者许春玲在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微信公
众平台上留言，说出了自己对活动的感受。

“看了这些报道，我才知道，医生真的挺
不容易。他们以医院为家，为了救治病人不分
昼夜，还有一群医生坚守在大山深处默默奉
献。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这样的好医生，他们
值得患者给予更多尊重。”读者曹俊为万宁市
东澳镇裕后村乡村医生崔育川投了一票。

由于无数读者的关注和期盼，当投票平
台关闭的最后一刻，投票总数定格在300万！

与此同时，海南日报健康周刊所报道好
医生的故事也被省内外多家网站纷纷转载。

“您就是报道上的那位医生吧”、“我是看
到报道才来找你的”……报道期间，众多患者
看完报道，纷纷闻名寻医。

活动被省内外近百家媒体报道以及转
载。在央视“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
中，海南地区参选人也从这次活动中选出。

使命，从接过荣誉的那一
刻起延续下去

结合网络投票和活动专家评委会严格评
议，最终评选出首届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
医生”活动十佳好医生。1月17日晚8时，活
动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这是一场沉浸在泪水中的晚会，这是一
场彰显平凡中坚守力量的晚会，这是一次对
所有医护人员的道德洗礼。

在医院接受治疗无法到现场领奖的患癌
好医生崔育川，透过晚会平台的大屏幕嘱托
学医的儿子，接过他的班继续守护村民健康
时，许多观众忍不住掉下眼眶中的热泪。

爱心企业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海南广安堂健康
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都纷纷表示，要帮助好医生崔育川渡过难关。

晚会结束，省卫生计生委主任韩英伟表
示，受表彰的十位好医生为行业树立了学习
的榜样，“我为他们点个赞！”

活动主办单位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
记、社长钟业昌表示，举办这个活动是让好医
生来感动患者。活动为医疗行业搭建了践行
核心价值观的平台，也体现了媒体的责任担
当。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吴清雄表示，希望晚会不是寻找好医生活动
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记者手记

十佳好医生

身 影

（颁奖晚会图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颁奖辞】

医者，之所以高大仰止，靠
的是至仁大德的人格力量的支
撑！数十年如一日，他始终坚
守在急诊岗位上，默默奉献，无
怨无悔，不管春暖秋寒，不分晨
昏昼夜，那一声声长鸣着疾驰
而来的急救笛声，早已幻化成
为他生命中最动人的乐章！

【颁奖辞】

不忍让乡亲的期盼，跌碎
昌化江，医术精湛的你，拒绝了
繁华与荣耀，执意留守在这偏
远的西部边城，用一颗心，脉动
一群人的心。用一份情，感动
一座山城。当木棉花红遍昌化
江畔时，你的深情，正如那涛涛
江水，与火红的木棉花一起，挥
映在万千患者的心中。

【颁奖辞】

他是医生，更是一位父亲。
当一个个患儿，被他从死亡边缘
拉回来时，父爱远胜于医责。他
是患儿的守护神，从医二十年，
他挽救了无数患儿的生命，每
一个被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的
患儿，他都视同己出，以一个父
亲的大爱，给予他们生命的温
暖，赐予他们生的希望。他是
仁医的楷模，他是济世的良
医。当花朵红遍天涯时，他已
挺拔成一座伟岸的大山！

【颁奖辞】

你肩上的急诊箱装着三千
多父老乡亲沉甸甸的生命的希
望。山区里，每一个留守儿童
都是你的儿女，每一位留守老
人都是你的父母，你用爱守护
着他们的健康，你用情温暖着
他们的心灵。当一个个生命在
你手中焕发生机时，你却在晨
昏交错、跋山涉水中孱弱成一
个需要别人守护的病人。医者
如斯，大爱如川！

【颁奖辞】

他又在一片蝉声中归来。
此时，他已是一名医技精湛的
白衣天使。他是大山的儿子，
走得再远，也走不出那层层叠
叠的梯田和绿绿盈盈的茶林。
异乡有梦，但最美的风景，依旧
是在枕边起伏的故乡山水。因
此，他回来了，辞别一身繁华。

“扎根山区，永不放弃！”这是一
个归来游子对故乡的郑重承
诺，也是一个高尚医者庄严的
人生誓言！

【颁奖辞】

你的使命，是拯救那些即
将消逝的美丽。肌体的残缺，
足于摧毁一个人生的勇气，尤
其是天性爱美的女人。面对一
张张携雨带泪的面孔，你用春
风般的笑容，化解了她们的绝
望和恐惧。你用精湛的医术，
拯救了她们的美丽和希望。当
杏林春回时，美丽挂满枝头，人
间温暖如玉。

【颁奖辞】

父亲是一个苦农民，而他
是一个苦孩子，他们无力与病
魔抗争，只有撕心裂肺地送走
了父亲。那年，他才八岁。他
立志当一名医生，他要用自己
的医术守护家人，守护像父亲
一样的贫苦乡亲。心怀苍生济
贫苦，仁心如莲暖田头。一年
时间，他的脚步踏遍全岛十七
个县市，走乡入村，访贫问苦，
为贫苦乡亲开展义诊服务。他
正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向父亲
的承诺。当来年莲花盛开时，
一颗仁心依然圣洁如初。

【颁奖辞】

把有限的生命献给需要的
病人，是他从医的初衷和梦
想。从繁华都市到贫困乡村，
从手术室到田间地头，他把梦
想一直延伸到他生命的最原
点，以心为灯，彩虹作证，愿一
辈子做生命的守护天使。他用
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一名医者
仁和德的最深刻内涵。

【颁奖辞】

穿上绿军装，他就是保家
卫国的钢铁战士。而穿上白大
褂，他就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
使。当“军人”和“医生”这两个
神圣职业融汇在一个人的身上
时，其职大如天，其责重如山！
医身，更要救心，是仁；开药，更
要送情，是德。他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筑就了一个军人和医
生的道德高峰！

【颁奖辞】

他立志学医；因为对病人
痛苦的感同身受，所以，他发誓
要当一名好医生。他曾一边挨
打一边抢救病人，他曾在汶川
抢救地震伤者时摔断了腿……
从医之路，坎坷重重！然而，正
如那句哲言，所有这些磨难他
都挺过来了！救死扶伤，不忘
初心，成为他最泰然的人生信
念！

（伊秋雨 撰）

⬆ 现场观众为十佳好医生的事迹感动落泪。

（马珂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