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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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熙民

定安县中医院院长
推荐人：（单位）
定安县卫生局
投票编号：

3007

■■■■■■■■■■ ■■■■■ ■■■■■

人物简介：
陈国周

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福报
卫生院院长

推荐人（单位）：
乐东黎族自治县卫生局

投票编号：
3008

人物简介：
窦永充

同济文昌医院介入微创
诊疗中心主任
推荐人（单位）：

文昌市同济文昌医院
投票编号：

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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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关注 还你健康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5月25日深夜，正在医院宿舍熟睡
的陈国周的房门突然被村民何好敲
响。何好心急火燎地说，孩子不知怎么
直喊肚子疼。陈国周瞬间由疲惫变得
精神，马上拎上医药箱，骑上摩托车去
村里给小孩看病。诊断后发现：孩子因
为荔枝吃多了，得了急性胃炎。

这是记者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
镇福报卫生院见到陈国周的前一天时

发生的事。这种突发情况，陈国周几乎
每天都可能碰上。他承认，这份工作有
点苦，但“苦中有乐”，因为这里的百姓
依赖他们，信任他们。“苦是我们医生的
职责之一。”他认为。

身处山区的福报是千家镇的一个
墟，医院四周就是村庄。32岁的陈国周
是福报卫生院院长。卫生院很小，包括
他本人在内只有3名医生，7名护士，外
加10名兼职的公共卫生人员。医院虽
小但管的不少，要负责7个行政村8860
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尽职尽责是陈国周对于自己的基
本要求。2007年，24岁的他来到这里
当医生，不仅要承担看病任务，还要做
好健康教育、打疫苗针等与群众健康相
关的工作。

与农村百姓打交道，是陈国周的日
常工作。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是老人的
常见病，他常常下村随访，开展免费量
血压测血糖活动。为了满足村民们更
多看病需求，他还积极参加培训，诊治
范围逐渐由原来的内科儿科扩展到外
科再到全科。

尽职尽责，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

却并不简单。例如，下村给小孩进行疫
苗接种，查漏补缺是一项重要内容。有
的群众没有这方面意识不想来，有的到
规定时间忘了来，有的因为农忙来不
了。抱着“孩子的健康无小事”的信念，
陈国周经常不辞劳苦一家接着一家开
展接种工作。

“贴近农村”，让陈国周学会了做乡
亲们的思想工作。他刚到医院时，进行
疫苗接种还曾受到一些农村老人的挑
战：“我年轻时不打，现在不是一样健
康？”陈国周回复道，“80后”还有小儿麻
痹症现象。打过疫苗后，现在的小孩基
本没有。老人们对此不以为然。“后来
我又说，打了疫苗可防肺结核，这下他
们就服了。因为乐东原来有很多老人
都患这种病，这个对他们来说更能感同
身受。”陈国周回忆道。

工作中，陈国周也面临着许多无
奈。2008年，村民容师明的妻子脑中
风，因为没钱去大医院治疗，这些年只
能靠陈国周开处方让医生打针活血，
没能进一步治疗。类似的无奈情况成
了陈国周增强自身业务和医院力量的
动力。2010年，附近农场患者周胜妹

患上低热，卫生院治不好，就转去了县
医院。“我后来专门留意了县医院的方
法，吃药就能好。后来我们引进了诊
断仪器，这种病现在我们也能治了。”
陈国周说。

从医近10年，陈国周以为自己已
经看淡了生老病死。今年4月，千家镇
奋跃村4队一位91岁老人身患重症，
两个儿子以为父亲很快会去世，不愿

继续治疗。20多天后，老人尚存一口
气。兄弟俩抱着父亲到医院救治时，
陈国周少有地动了气,严厉训斥兄弟
俩道：“老人想活下去，你们就该把他
送过来！”

陈国周表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
的，很清楚医生做得好，就能赢得群众
尊重。而群众信任就是医生最大的快
乐。”

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福报卫生院陈国周：

“80后”卫生院长的山区坚守

■ 本报记者 蔡倩 通讯员 于丽

一位81岁的老教师，躺在手术台上
热泪盈眶，紧握着他的手激动万分：“我
的腿已经有感觉了！”

一位年轻人捧着锦旗来到他面前，
深深鞠躬：“如果不是您的及时救治，我
也许就瘫痪在床了。”

一位曾前往多地辗转求医的肝癌
患者，慕名来到他面前，被告知自己的
病可以得到进一步治疗时当场泪洒：

“您给了我生的希望！”
他，就是同济文昌医院介入微创诊

疗中心专家、深圳市人民医院介入中心
学术带头人窦永充教授。今年4月，他
作为医院引进的技术性人才来到文昌，
主要从事肝癌的综合介入治疗、外周血
管病变、妇科良恶性肿瘤的治疗和临床
研究。

5月26日，81岁的老教师傅启道坐

着轮椅，被家人送到同济文昌医院。见
到窦永充时，老人的双腿僵硬浮肿，毫
无知觉。仔细诊断后，他温和地安慰老
人：“是下肢动脉病变引起血栓导致的
缺血现象，没事，经过手术治疗就可以
解决。”

两天后，窦永充亲自操刀为老人进
行了手术，所使用的“刀”是一根细长的
导管，直径只有1毫米。

窦永充表示，“把导管从病人的右
腹股沟插入股动脉内，顺着足部动脉一
直往下游走，直达血栓所在位置。导管
中伸出的探头，如钻头一样将血栓打
碎，却不会伤害血管。”由于是微创手
术，病人只是局部麻醉，傅启道激动得
当场坐起向窦永充致谢。

进入介入诊疗室前，每名医护人员
都要“全副武装”：穿上一套10公斤重的
铅大褂，脖子上还戴着一个铅围脖，以
保护他们的胸腹和甲状腺。但这样的
套装，穿起来就像钻进蒸笼，不管春夏
秋冬，一动一身汗。医护人员一穿就是
一两个小时，一天三四台手术是常有的
事。窦永充说，做介入一定要有奉献精
神，脱发、脱齿和白内障都是他们的“职
业病”。

这样的手术，窦永充已经在同济文
昌医院开展了20多例。“接下来的一年
里，我要为医院培养一批介入微创诊疗
等方面的医护人员。”从业近40年，窦永
充总是一副儒雅谦和、从容不迫、轻言
慢语的样子，让无数患者安心又信服。

近日，文昌小伙詹达永穿着红色球

服，生龙活虎地来到同济文昌医院，为
窦永充送上一面锦旗。此前，詹达永刚
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回想起那天
的经历，詹达永和母亲还心有余悸。当
天下午3点钟左右，詹达永开着三轮车
载客，到了目的地时突然发病，瘫倒在
地。詹达永被送到同济文昌医院时，身

体左侧已经偏瘫，左手已经不能抓握，
被诊断为“急性脑动脉血栓栓塞”。这
一病症从发病到治疗如果超过6个小
时，病人将不可治愈，终身瘫痪。

时间就是生命！同济文昌医院决
定由窦永充为患者进行介入微创手
术。手术第二天，詹达永就基本康复，
在住院大楼里溜起了弯儿。“难以想象，
如果不是窦教授，我现在会是什么样！”

论名，窦永充早已是享誉业内的优
秀专家；论利，他在深圳享有优厚待遇。

“不为名、不图利，您为什么来到文昌？”
面对记者的提问，窦永充的答案非常朴
实：“和深圳相比，我觉得文昌更需要我，
这里的患者更需要先进的医疗技术。”

“医治很多病人、做很多台手术并
不能体现我到文昌的真正价值。俗话
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到文昌
的最大目的是为这里的医院培养更多
的介入微创诊疗技术人才。”据窦永充
介绍，这一医疗学科在文昌乃至整个海
南发展水平都相对滞后，打造品牌医疗
专科，对于同济文昌医院发展的带动将
是决定性的。同时，介入微创诊疗技术
还能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医
疗，造福一方。

同济文昌医院介入微创诊疗中心主任窦永充：

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医疗

■ 本报记者 赵优

没有科室，只有门诊；没有开展放
射检查、超声检查，甚至连血常规检查
都没有；门诊医生只靠听诊器、血压器、
体温器这“老三样”，只能凭自己的经验

开展诊疗活动……这是2013年时，定安
县中医院的尴尬处境。

“2年前，几乎没人愿意来定安县中
医院，因为这里实在太冷清了。”定安县
卫生局局长许程华告诉记者，当时，定
安县中医院的大部分检查要在外院完
成后，才能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全院
30位在编在岗人员，仅有一位执业医
师，原有的执业医师大多因待遇太差而
另谋出路。

“定安县中医院急需一个强有力的
带头人，否则这样下去，医院只能半死
不活。”许程华说。

当时，条件还不如某些乡镇卫生
院的定安县中医院，并没人愿意过
来。当时任省人民医院创伤骨科副主
任医师的张熙民接到定安县卫生局的
邀请时，家人并不同意。“从工作多年
的省内知名医院，到一穷二白的省内
倒数的中医院，别的不说，光工作环
境，就差了很多。”张熙民说，但是，当
他亲眼看到如此“破烂”的医院，心里
却燃起了熊熊的激情——“不管多难，
一定要把医院搞好，为当地百姓打造
良好的就医环境。”

2013年7月，张熙民挂职定安县中
医院，任该院院长，担起改造中医院的
重任。

改革首先从完善医院科室开始。
2013年10月，定安县中医院收回

长期外包的骨外科，纳入医院综合管
理，由张熙民亲自坐镇，还引进吴贤丰、
张熙光等骨科主治医师。自此，骨外科
成为中医院无可替代的一张王牌，不少
患者慕名而来，极大提升了医院知名
度。

同时，原来归属于定安县医院双排
CT 机及手术室设备、县妇幼保健院
DRX光机交付县中医院使用，还新配备
了X光机、发光仪等医疗设备。经过4
个月的努力，医务科、护理部、超声影像
科、放射科等科室相继完善，中医院的
基本框架搭起来了。

但张熙民也深知，留不住医生，也
就难以留住患者。该院为此招聘了9位
应届本科生在内的30多名医务人员，并
邀请省中医院对口帮扶。

“2014年，省中医院的医生每天都
会坐满一辆轿车前来坐诊，指导技术。”
张熙民说，借此机会，定安县中医院也
派出20多人前往省中医院进修，提高医
疗技术能力。同时，骨科的2位主治医
生也得到了前往天津骨科医院进修的
机会。

“培养人才，我们舍得投资。”虽然年
近花甲，说起工作张熙民依然劲头十足，
眼角的皱纹也遮挡不住脸上的光芒。

系列设备的到位，人才队伍的建
设，极大地方便了当地居民看病。去
年，该院门诊就诊人数6.6万人次，比

2013年翻了一番，住院病人也从2013
年的382人增加到2014年的1938人。

今年3月，一位患有尺骨桡骨下段
双骨折的病人不愿做手术，慕名来到定
安县中医院找到张熙民。通过中西医
结合治疗，骨折部位很快得以复位。可
患者看到一千多元的治疗单据，觉得难
以理解，质问道：“你只推拿几下，就收
这么多钱？”张熙民哭笑不得，耐心向患
者解释说，如果挨刀动手术，至少要花
三四万元。

去年10月，仙沟社区60多岁的患者
郑大锋心肌梗塞，情况危急。由于医院
条件有限，张熙民立刻与省人民医院心
血管科取得联系，并通过120救护车直
接将患者送进ICU重症病房，省去了由
定安县人民医院接收并送至省人民医院
急诊的繁琐程序。后来，老人将锦旗送
往中医院，感谢张熙民的救命之恩。

如今，担任领导职务的张熙民承担
着医院骨科60-70%的手术，患者年龄
最大的98岁。“张院长经常手术到凌晨
两三点才吃饭，比我们年轻人还拼。”医
院骨科主治医师张亚生告诉记者，张熙
民的高明医术和无私付出的精神，让医
院的后生们敬佩不已。

“病人好了，我就打心眼里高兴。”
张熙民呵呵笑着，透着谦逊和淡然，“只
要能为百姓治好病，改善就医环境，其
他的困难和辛苦都没什么。”

定安县中医院张熙民：

“救活”医院留住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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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熙民不仅医术高明，
待人也十分亲切。 赵优 摄

陈国周（右一）除了为老百姓看病，还要负责做好健康教育、
打疫苗针等工作。 苏庆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