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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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史顺

文昌市龙楼镇
宝陵村乡村医生
推荐人（单位）：
文昌市卫生局
投票编号：

3019

健康周刊广告联系：18976640822
投稿邮箱：hnrbjkzk@qq.com

给我关注 还你健康

健康周刊 综合 WEEKLY 执行主编：卓兰花 主编：徐珊珊 美编：庄和平

2015年7月2日 星期四 B09

■ 本报记者 蔡倩 通讯员 符琼晓

行医39年，文昌市龙楼镇宝陵村
乡村医生符史顺经历了许多变化：从青
年到花甲之年，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
生，从简陋的草棚卫生室到宽敞明亮的
卫生室，1700多名村民不断变化的健
康信息时刻装在他的心里……然而39
年里，符史顺的认真、尽责、医者仁心的
品格，却始终如一从未改变。

近期，记者到宝陵村卫生室时，符
史顺正在为病人诊治，听说记者要采
访，他连连摆手：“没啥说的。做乡村医
生平凡得很，每天就是给人看一些常见
的病。”

天气炎热的中午，小傅抱着10个

月大的儿子走进来，孩子拉肚子了。符
史顺拿起听诊器和棉签诊断后准备开
药。小傅问：“要打针吗？他以前拉肚
子都打针，好像能好得快一点。”“不用
打，小病打啥针。”符史顺一边埋头写
处方一面回答。

小傅说，自己专门骑车10多公里，
带孩子从附近的文教镇赶来这里看病，
就是因为符医生高超的医术。

由于符史顺的医术远近闻名，不
少外村的患者、周边种西瓜的外来务
工者都慕名前来就诊。记者看到，卫

生室门口放着一个冬瓜。“是村民送过
来的，宝陵村种瓜多，他们收瓜了就抱
瓜来给我吃。”符史顺腼腆地拍着瓜告
诉记者。

在龙楼镇卫生院院长林蕴看来，老
符是少有的“细致人”，办事特别认真，
有板有眼，有要求一定能做到。

医者仁心从未改变，但为更好地为
患者服务，符史顺又在积极学习新技
术，努力求变。2012年，文昌市开始在
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新
农合门诊统筹。符史顺当时已年届花
甲，不会使用电脑和医药管理系统，但
考虑到这一政策的实施能大大减轻群
众看病负担，他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主动要求龙楼镇卫生院将这项工作安
排给他。

每天晚上下班后，符史顺都会抽时
间到镇卫生院向工作人员学习，还仔细
地做下笔记，回家后对照笔记练习。1
个月后，这位全镇年纪最大的乡村医生
率先学会了打字、学会了操作医药管理
系统，震惊了整个龙楼镇卫生院。

“病人来看病，可以即时结算医疗
费用，他们方便，我也方便呀。”如今，符
史顺每天都熟练操作系统，为病人结算
费用。

在患者小王看来，符史顺是他的
救命恩人。小王小时候因误食沾有
老鼠药的饼干中毒，被送到宝陵村卫
生室救治。符史顺急忙给小王喂盐
水催吐，给予输液等对症治疗，同时
还嘱咐小王的父母紧急拨打 120 急
救电话。由于抢救及时，小王很快脱
离了生命危险。如今小王也成了一
名“白衣天使”。

2011年，根据镇卫生院的工作安
排，符史顺开始定期给宝陵村的老年人
做健康随访。符洪江、范春兰等5位老
人都长年卧床不起、行动不便，符史顺
每次去给他们测血压、血糖及检查身
体，几位老人都流着泪，嘴里念叨着：

“国家政策好啊！医生上门看病还不收
一分钱……”

在符史顺的影响下，其家族中多人
从医，而且都在大城市大医院工作。不
少人曾劝过符史顺离开乡村，去大城市

“谋发展”，但他从未动心。因为他觉得
这里更需要他，他离不开他所挚爱的乡
村医生工作。

“这里的父老乡亲养育了我，培养
了我。我离不开养育了我的村民。”符
史顺简单的话里，蕴藏着他对父老乡亲
深厚的感情。

文昌市龙楼镇宝陵村乡村医生符史顺:

39年从医路上的变与不变

■ 本报记者 孙婧

我以为我再也站不起来了，真的根
本没想到啊！”去年，在海南省农垦三亚
医院骨科病房里，84岁的张奶奶不慎摔
伤后接受了髋关节置换术。一个月后，
她重新站了起来。给高龄患者实施手
术一直是业界难题，而张奶奶的主刀医
生、骨科主任潘富文用“金刚钻”，揽下
了这个“瓷器活”。

去年11月，张奶奶在三亚家中摔
倒，导致左侧股骨颈骨折。由于老人家
曾经做过心脏搭桥术，加之84岁高龄，
伴有骨质疏松症状，这样的身体状况是
保守治疗还是接受手术？“手术创伤会
加重心脏负担，最怕手术台上出现心脏
骤停，可如果不实施手术治疗让她站起
来，患者会逐渐发生褥疮、肺部感染、静
脉栓塞等严重并发症，可能最终活不过
两个月。”对家属来说，无论哪种可能都
没法让人接受。

面对张奶奶渴望站起来的眼神，潘
富文决定迎接挑战。他反复组织了多
次全科术前讨论，邀请麻醉科、心脏内
科等多个相关科室联合会诊，针对术中
可能出现的状况，为张奶奶制定了周全
的手术计划。

“高龄老人手术台上多呆一分钟就
多一份危险，必须要又快又准地完成手
术。”最后，潘富文只用了40分钟就顺利
完成手术。术后，老人成了潘富文的

“重点保护对象”，每天亲自查房并嘱咐
其家属护理的注意事项。张奶奶的女
儿不禁感叹，“你们的医疗技术和服务
态度都很好！”

从医多年，潘富文曾先后在海口市
人民医院、海南省中医院工作，2011年
到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工作。他精湛
的医术在2009年任海南省中医院骨科
主任就有了精彩表现。潘富文当时的

助手、海南省中医院骨创伤科主任胡万
钧回忆道，当年，该院骨科接诊了万宁
市一名髋关节结核患者。潘富文和另
外一名西医医生主张动手术清除病灶，
却遭到了另外10名中医的集体反对。

当时，一名主任中医医师劝潘富
文，“髋关节结核病很少手术治疗的先
例，还是保守治疗为主，动刀太危险
了。”潘富文并不同意这种看法，果断表
示，“久病成灶，这样的晚期病人，不尽
快手术清除毒素的话，就真的救不过来
了。”

本着为病人生命负责的原则，潘富
文在接下来的四次集体讨论会中，用详
细的手术方案和相关成功案例成功说
服其他医生。而潘富文也通过这次手
术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三年中，胡万钧还常常跟着潘富文

一起到市县给病人做了20多次回访。
“他对每一个亲自主刀的病人，都会跟
踪其后期恢复情况。有时是打电话询
问，一些家里穷困、来海口复诊不方便
的病人，他就带我一起上门回访。”胡万
钧说。

“他一直要求科里的医护人员急患
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重视患者的
情绪。如果患者有疑问，要尽量放下手
头的事情及时答复。”海南省农垦三亚
医院骨科主治医生韩耀光说。

韩耀光表示，潘主任每天上午都提
前半个小时去查房，了解重点病患的动
态。他的查房与一般医生不同，会询问
患者是否知道自己的管床医生和护士
名字，是否了解自己的病情。如果患者
不了解，他就会去追问相关责任人。去
年，该院骨科没有发生过一例医疗纠
纷。

医生责任大于山，每做一次手术，
医生面临的压力用“走钢丝”来形容都
毫不夸张。当年和潘富文一起毕业后
进入海口市人民医院外科工作的医生
中，5个人已经改行。“无论社会怎么变，
医生的职责永远是治病救人。我希望
帮助更多骨伤患者站起来。”这就是潘
富文简单又朴素的心愿。

人物简介：
潘富文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骨科主任

推荐人（单位）：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投票编号：
3020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骨科主任潘富文：

不惮“走钢丝”，只为患者站起来

■ 本报记者 马珂

在海南就医，一提起消化内镜技术
的运用，很多都会想到海南省农垦总医
院消化内镜科主任杨维忠。

自1993年从海南医学院毕业以
来，杨维忠一直在医院消化内科临床第

一线工作，2006年转到消化内镜科，
2008年担任消化内镜科主任。

7年时间里，杨维忠实现了海南内
镜方面许多零的突破，譬如：2009年胶
囊内镜的使用填补了小肠检查的空白；
同年超细胃镜的引进给胃镜检查患者
带来了极大的福音；2012年超声内镜

的开展让消化道壁及壁外的病变不再
遁形；2014年小肠镜的铺开更是为小
肠病变的诊治指明了方向。海南第一
例POEM（经口部分肌切开术）；第一
例STER术（经隧道粘膜下肿瘤切除
术）；第一例FNA术（超声内镜下细针
穿刺抽吸细胞学检查）；第一例UEMR

术（注水大肠巨大侧向发育息肉切除）。
在杨维忠的带领下，医院科室也在

不断壮大，团队人员由7人增加到17
人，内镜工作站由 2台增加到现有 6
台，诊疗量由原来每年6千多人次增加
到现在1.3万多人次，手术开展的项目
多达20多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
中，超声内镜及小肠镜的诊疗技术，避
免患者到省外就医，给患者带来了福
音。

病人的需求永远放在第一位。
2013年7月，一位60多岁的男性患者
因结肠癌晚期，肠梗阻需要置入支架以
缓解腹部胀痛，病区主任打来电话后，
杨维忠立即答应为病人医治。

当天，杨维忠刚把预约的手术做
完，这名病人就送来了，其腹部膨胀得
就像一个即将撑破的气球。杨维忠指
导护士换上科室最细的内镜，在又脏又
臭的肠道内努力寻找狭窄口，穿过狭窄
段，置入导丝，放支架，积存了多日的恶
臭的粪水立刻涌了出来，患者顿时感到
轻松了许多。

小儿上消化道异物由于其高风险性，
其治疗对消化内镜医生具有很大挑战和
风险。多年来，杨维忠用他精湛的医术，
将一个个幼小的生命从凶险中拉了回来。

一名1岁半的幼儿因误吞食青蛙
骨头卡于气管入口处，在麻醉师的大力
配合下，杨维忠利用科内的超细胃镜及
超细活检钳将其取出。

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误吞入一长约
4厘米的折叠刀，在海南某三甲医院观
察5日家长后求助于杨维忠。杨维忠立
即组织医务人员开通绿色通道，当晚在
手术室内仅用五分钟的时间，就将那把
所谓的“避邪信物”的小刀取了出来。

每次做此类手术，杨维忠几乎都要
冒一身冷汗，这么幼小的生命稍有不
慎，就有可能消逝。但是，不做手术或
手术不成功，孩子弱小的身体就要经历
开胸或开腹这样更大的手术。

作为一名学科带头人，杨维忠为了
提高团队的整体医疗水平，有计划选派
医生到省外知名医院学习，鼓励他们积
极开展新技术和创新研究，勇当科技兴
院的急先锋。

多年来，杨维忠先后举办了省继教
项目培训班及多次主持超声诊疗沙龙
会议，撰写的10多篇医学论文在国家
级和省级医学刊物上发表，多次受邀到
省外医院进行手术演示及技术指导，短
短几年就将海南内镜诊疗水平提升到
一个新的台阶。

人物简介：
杨维忠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消化内镜科主任
推荐人（单位）：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投票编号：

3021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消化内镜科主任杨维忠:

创下多项第一的科研急先锋

在潘富文的精心诊治下，患者张奶
奶重新站了起来。（图片由医院提供）

符史顺的医术远近闻名，不少患者都慕名前来就诊。 蔡倩 摄

杨维忠将海南内镜诊疗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图片由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