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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
大型公益活动

活动报道时间：

2015年5月12日至2015年10月

活动投票时间：

2015年11月（11月底或12月初公布十佳
医护人员评选结果）

推荐标准

全省医疗机构职业道德高尚，深得患者认可
的医护人员。

1、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风范，热爱医
疗卫生工作，爱岗敬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

2、具有执业医师、乡村医师资格、执业护士
资格。

3、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真诚为患者提供优质
服务，深受同事、病人及家属的肯定和赞扬，无私
奉献，事迹感人。

4、廉洁行医，拒收红包，无商业贿赂及其他
违法违纪行为，无重大差错事故。

推荐方式（4种方式）

1、由省内医疗机构、各市县卫生局推荐；
2、关注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微信平台、海南日

报微信平台、海南日报客户端，并留言推荐；
3、发送推荐人选到海南日报健康周刊邮箱：

hnrbjkzk@qq.com；
4、社会人士推荐，可以拨打海南日报的热线

电话966123推荐（推荐需提供被推荐人的真实
姓名、所在单位，并配以简短的事迹介绍）。

投票：投票平台以南海网网络投票，海南日
报手机客户端以及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微信投票
为主。在海南日报健康周刊上刊登医护候选人，
报道期间不进行投票，报道全部结束后，集中进
行投票。

最终评选：投票结果将结合专家评审，最终
选出2015年度海南省十佳“寻找百姓身边好医
护”名单，获奖者将推荐作为卫生系统全省道德
模范候选人。

2015年，我省医疗卫生计生事业将
以深化医改为重点，需要医务工作者尤
其是担负着诊疗工作的医护们，更好地
发挥专业特长，为患者的健康，为医院的
发展贡献力量。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们，
大多默默无名，但很多人身上的故事都
令人感动。辛勤工作的他们，传递着医
疗行业的正能量。

2015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海南
省卫生计生委联合推出海南省“寻找百
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此次活
动将通过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资
源，即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海
南日报新媒体等进行立体报道，力求寻
找到我省更多闪烁职业光芒的医护人
员，将他们的故事推向公众，传递社会正
能量，营造更加和谐的医患关系。获选
人也将作为央视寻找最美医护活动海南
地区的推荐候选人。

活动背景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
省卫生计生委联合推出

人物简介：
庄丽媚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胃肠肿瘤外科护士长

推荐人：（单位）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投票编号：
3006

■■■■■■■■■■ ■■■■■ ■■■■■

人物简介：
周家彬

海南省平山医院门诊部主任
兼二科主任

推荐人（单位）：
海南省平山医院

投票编号：
3004

人物简介：
欧宗兴

海口市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
推荐人（单位）：
海口市人民医院

投票编号：
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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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关注 还你健康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我没有病，我不是好好的吗？”
“我想回家。”
“我是被冤枉的。”
……
近日，记者随海南省平山医院医生

周家彬走进二科病人区，只见一群精神
病患者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向他诉说。
有的患者还当场跪下来，泪流满面。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又突然哭
了？”周家彬擦去患者眼角的泪水，拍拍
她的肩膀，让她想些开心的事。

不惑之年的周家彬，戴着眼镜，看
起来有些消瘦。从海南省第二卫校毕
业后到五指山市的海南省平山医院，他

已经工作了21年。
“周家彬专科毕业，起点比较低，刚到

医院时主要负责给病人喂饭、服药等杂
活。后来，他不断强化业务学习，一步一
个脚印，现在已经是主治医师、医院的业
务骨干，身兼门诊部主任和二科主任。”海
南省平山医院院长林展告诉记者。

大多数精神病人都不会意识到自
己有病。很多时候，病人不仅不愿配合

治疗，甚至还对医护人员拳脚交加。工
作多年，周家彬总是耐心做好每项繁琐
的工作。从给病人喂饭、喂药、洗澡、更
衣到查房，制定病人的医疗护理策略，
他总是不厌其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些病人喜怒无常，医护人员被
吐口水、被打、被丢大便的事时有发
生。”周家彬说。

1995年的一天下午，有位男病人不

肯起床服药及进食。周家彬低头督促
病人起床服药进食，冷不丁病人一拳打
在他的左脸上，导致口腔左内侧裂伤，
伤口足有4—5厘米长，当场就血流如
注。当时，周家彬感觉很苦恼，出去都
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是精神科医生，甚至
想换一份工作。

治疗一段时间后，该病人治愈出
院，其年近七旬的老父亲将一袋米、20
个粘着粪便的鸭蛋硬塞到周家彬的手
上。望着父子渐渐远去的背影，周家彬
哽咽得差点哭出声来。从此，他坚定了
自己的选择，工作更加耐心。

和普通病人相比，给精神科病人洗
澡更衣，喂药喂饭这些日常工作都要用
心、讲方法。

一位女病人入院前好几天不肯进
食，入院后仍不肯服药及进食，甚至动
手打医护人员。在病房，周家彬带着护
士握着病人的手说：“我们理解你、乐于
帮助你，不会跟你做对。我们知道你很
痛苦，你也不想这样，对吧？”

病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嘴唇动了
动。“之前那么艰难你都走过来了。这
次，在我们的帮助下你也一定能行。
来，先服药。”在周家彬的劝说下，病人
慢慢张嘴，把药服了下去。随后，由于
对护士有所抗拒，她都不肯吃饭吃药。
周家彬就连续一周给病人喂药喂饭，患

者的病情逐渐得到改善。
“你会用法术吗？”同事跟他开起了

玩笑。
“这其实很简单，只要让病人相信

你就行。”周家彬笑着说。
为了给病人提供更多的治疗手段，

周家彬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拓展
专业视野。2007年，他自费参加了心
理学方面的相关培训，考取了心理治疗
师资格证。此后，周家彬长期为病人提
供相关的心理支持。一位老人在治疗
前，已被病痛折磨多年，经周家彬进行
心理、药物治疗后康复。如今，他还长
期为这位80多岁的老人提供心理咨询
服务。

“周家彬对下级医生从不大声呵
斥，对于他们的缺点与不足总是以诚相
待、耐心指导。”海南省平山医院医教科
科长卢鸿雁告诉记者，一次，凌晨2点，
一位癫痫病人不慎跌倒导致头皮挫裂
伤，伤口约有5厘米长，血流不止。年轻
的值班医生一时慌了手脚，赶紧打电话
向周家彬求助。周家彬二话不说就赶
到病房，为病人进行清创缝合，现场为
年轻医生示范指导。

“以病人为中心，一切为了病人”。
21年来，周家彬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一
颗颗脆弱的心灵，在守护中奉献，在守
护中实现人生价值。

海南省平山医院门诊部主任兼二科主任周家彬

从喂饭“杂工”到骨干专家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李思静

5月4日下午，海南医学院附属医
院胃肠肿瘤外科的医务人员像往常一
样忙碌着。“叮铃铃，叮铃铃…”护士站
的电话铃声响起，护士长庄丽媚接起电
话后，话筒里传来一个非常焦急的声
音：“庄护长，有一位病情危重患者急需
紧急抢救，但外周静脉穿刺多次失败，
请您马上过来帮忙！”

庄护士长边接电话边在便条签上
安排科内任务给旁边的护士，同时叫助
手准备PICC置管器械，挂上电话后匆
忙赶往神经内科，此时患者家属已在门
口焦急地等待着。

庄丽媚了解到患者的情况：深度
昏迷，全身浮肿，病情危重。医院同事
表示，“四肢能找的外周表浅静脉都扎
过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如果无
法保持一条有效的静脉通道，就不能
给病人顺利用药，更别说挽救患者生
命了。”

庄丽媚拿起PICC置管专用超声
系统仔细评估患者的静脉情况。与患
者家属沟通置管的必要性及风险并获
得同意后，她顺利地经患者右肘行
PICC置管术。看到血小板制品、抢救
药物缓缓地通过PICC管顺利地流入
患者体内，患者家属激动不已，紧紧地
握着庄丽媚的手哽咽地说“谢谢！谢
谢！”

这只是庄丽媚日常工作中的一
幕。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大事小事，很多
同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庄丽媚打电
话，她成了大家的主心骨。

近期，庄丽媚还成功为一位年仅五
岁的白血病患儿置入PICC管，一次性
解决了患儿输液和化疗的静脉通路难
题。由于患儿本身血管条件差，又极度
不配合，极大增加了置管难度，反复送
管都无法到达预期位置，平时约半个小
时就可以完成的穿刺技术，这次整整用
了5个小时。当庄丽媚最终顺利完成
穿刺置管时，在场的医护人员和患儿家
属都松了一口气。

回忆此事时，庄丽媚仍心情忐忑。
“实在太难了，好几次都想放弃了。但
是，直到最后成功那一刻，所有的苦和
累都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欣
喜和兴奋。”

一次，一位老爷爷患直肠癌住院，
生日这天无法回家，感觉十分孤单。庄
丽媚得知消息后，带领同事为老人家在
病房庆祝八十大寿。暖暖的烛光驱散
了老爷爷心中的失落，给他带来惊喜和
满足。

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来临
时，庄丽媚和同事们井然有序地给患
者进行治疗和护理。整个病区无一
患者因为台风受伤，病人治疗及护理
未受到任何影响。受台风影响，医院
食堂和外面餐馆、商店都已停止营
业，绝大多数患者及家属的吃饭问题
受到影响。庄丽媚赶紧安排科室护
士把蒸热的馒头及煮好的粥送到患
者及家属手中。

“病人吃饱了，我们才放心吃，我们
的目标是确保科室每一位住院患者及
家属不挨饿。”庄丽媚表示。

超强台风“威马逊”过后，庄丽媚及
医师李红海了解到文昌市罗豆农场多
个自然村及生产队被海水倒灌，房屋损
毁、断水断电、缺少饮用水及食品，许多
村庄缺医少药。科室向医院申请组建
胃肠肿瘤外科医疗救援小组前往罗豆
农场，辗转到南溪村、三良村、南僚村、
放梅村等村庄开展救援。虽然苦累，庄
丽媚感到能为灾区同胞们尽一点绵薄
之力很值得。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胃肠肿瘤
外科护士长庄丽媚

医者，从不言弃

■ 本报记者 侯赛 特约记者 汪传喜

日常工作中，很多同事不止一次问
欧宗兴：“欧主任，到下班时间了，为什
么还不停号？”

欧宗兴总是这么回答：“想到老乡
大老远坐几个小时车赶来看我的号，实
在不忍心。”

欧宗兴中等身材，性情温和，是海
口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人称“从
不停号的科主任”。

每逢欧宗兴出门诊，省内各市县的病
患就跟约好了似的如潮水般涌来。从上
午7点半到下午近2点，只要患者上午下
班前赶到医院挂上他的号，都不会白来一
趟。正因为如此，欧宗兴的名字在很多患
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老病号”中传开了。

“欧主任不光看病好，对老人家也很
有耐心。每次上来和他聊聊，我的心里
就踏实了。”5月24日上午，从昌江黎族
自治县赶来的赵大妈满怀感激地对记者
说，每次来海口看女儿，她都要挂上欧主
任的号。有时不光为了看病，像亲人一
般与欧宗兴寒暄几句都令她倍感欣慰。

在医院负责宣传工作的同事老汪
的心目中，欧宗兴是一个“太低调”的
人，他的事迹都是从别的同事口中零零
散散听说的。每次一提起在院报宣传
的事，欧宗兴便推脱：“那些都是很普通

的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提起欧宗兴，和他同事27年的老

护士长郑淑转就聊个不停。从海口市
人民医院的旧址得胜沙聊到医院现址
海甸岛，从业务水平到对待下属，欧宗
兴的感人故事让她如数家珍。

10年前，文昌一位家庭贫困的乡村
教师到医院就诊，病情急速恶化，后诊断
为肺脓肿。如果不是欧宗兴偷偷为他贴
补医药费，早就没命了。后来，这个老师
到医院复查时，手里攥着省吃俭用攒下
的20元钱，饱含热泪跪求欧宗兴一定要
收下，感动了在场所有人。“谁说医患关
系不和谐？在这里，患者时时刻刻体会
到的是医患关系的温暖。”郑淑转说道。

上世纪90年代，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不久，从内地来的打工者很多。
120急救车拉到医院的发烧感冒病患，
都先被送到呼吸内科。

“那时，欧主任不知救助过多少身无
分文的打工仔。患者没钱吃饭，欧主任
帮他们买；没衣服穿，欧主任从家里拿自
己的衣服给他们。就连他们回乡的火车
票，很多都是欧主任从自己当时只有几
百块的工资里出的。”郑淑转告诉记者。

门诊中，欧宗兴严令禁止科室有过

度医疗的情况。他开出的处方经常从几
毛钱到几元钱不等，平均的处方药费也
只有几十元。点滴注射的情况在他的处
方中非常少见。欧宗兴的正直善良，让
郑淑转决定一辈子都留在呼吸内科。

工作27年来，欧宗兴连自己一年
有多少公休假都不知道。这么多年来，
他没有休过一天公休假。

“一摊子事儿，谁都替代不了！”每次
家人让欧宗兴请公休假，一起去旅行，欧
宗兴总是这样回答。对于一个科主任来
说，肩上的担子太重。每一个危重病号
送来，欧宗兴都是冲在一线的“战士”。

虽然科室工作压力大、任务重，欧
宗兴却十分支持年轻医生带薪进修。
每年，除了医院安排的进修机会，他都
会轮流安排，让科室的年轻医生出去带
薪进修一年或者半年。

“我走不开，但是前沿的医疗技术
必须跟进。年轻医生学得快，后劲足，
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欧宗兴希望，
在他退休之前，为医院培养起一支更加
强有力的科室人才队伍。

欧宗兴正直善良的品质，于无声处，
悄悄滋润着每一个科室医护人员的心
田，鼓舞着他们为了患者，奉献一生……

海口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欧宗兴

爱心，“永不停号”

本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王宝元）
“你好，能不能帮忙找到这位周怀军医
生。我家里有老人生病，急着要找这位好
医生看病！”5月21日，2015年度海南省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正
式启动，首批3位医护人员的报道引起众
多读者的关注。报道第二天，便有读者打
电话给记者，希望找到生活中的好医护。

三亚市中医院消化科、老年科主任
周军怀“能用便宜的药，就绝不用贵
的”，路边搭救患者不留名的解放军
187医院护士陈素苗，四处化缘为患者
的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胸外二科主任白
树堂……近日，这三位好医护的事迹经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报道后，在社
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白树堂医生我认识。他对患者很
好，而且特别幽默，经常编写小诗逗患
者开心，不愧被称为‘白开心’。”一位读
者在电话里表示，自己原本想推荐白树
堂，没想到被别人抢先推荐了。

“社会上要是再多些陈素苗护士这
样的人该有多好啊！”一位读者被陈素
苗的热心所感动。

“我这里是乡镇卫生院，可以推荐好
医护人选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
型公益活动启动后，许多医院和患者也
纷纷来电推荐他们眼中的好医护人选。

“不管是否能进入活动的前十佳，我
都希望这样好的医生和护士能够被报道
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工作有多用
心，让患者能够对医护人员多些理解。”
省内一位三级医院的管理人员如是说。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韩英伟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发动全社会都来寻找、
推荐、评选出身边的好医生、好护士。
通过凡人善举、点滴故事凝聚职业精
神，传递社会正能量。全省卫生计生系
统都要带头支持和参与此次活动。同
时，要关心医护，营造和谐的执业环境，
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医生护士的良好氛
围，共同努力建设健康海南。

2015年度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备受关注

读者：“我要找到这位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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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丽媚为患者穿刺置管。秦大伟 摄

巡查完病区，周家彬（中）又忙着与同事探讨患者的治疗方案。 易建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