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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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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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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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维尚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
卫生院医生

推荐人（单位）：
白沙黎族自治县卫生局

投票编号：
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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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一豪

他是海南医学院的优秀毕业生，
本有机会进入条件优越的市级医院工
作，但他甘愿领着2000多元的月薪，
扎根在最为偏远的山区卫生院，兢兢
业业为一方百姓服务。

他说：“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深
知缺医少药的艰苦，因此愿意留在这
里。”

他是郭维尚，白沙黎族自治县南
开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

郭维尚个子不高，头发微卷，黝黑
的皮肤遮掩不住一脸英气。他是儋州
市新州镇人，2010年毕业于海南医学
院，2011年初通过了原海南省卫生厅
组织的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招聘考
试。随后，他主动请缨，到最为偏远的
白沙南开乡卫生院工作。

此前，郭维尚从未到过白沙，更没
有听说过南开乡。他只在地图上看过
这个地名，觉得很偏远，但仍义无反顾
地决定到此工作。“城市医疗条件好，
偏远落后的地方更需要医生。”本有机

会进入儋州市人民医院工作的郭维尚
表示。

郭维尚对南开乡的艰苦程度明显
估计不足。2011年3月，郭维尚和同
事蒙绪海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南开乡
卫生院。刚踏入这莽莽群山腹地，两
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内心还有些激动，
但接连而来的困难让他们不得不面对
现实。

交通不便，进出南开乡只有一条
水泥路，其它都是坑洼不平的黄土
路；没有班车通往县城，生活用品很
稀缺；卫生院没有食堂，乡里也没有
快餐店，吃饭只能靠自己动手做；缺
医少药，全院只有3名执业医师，也做
不了外科手术……诸多困难，让郭维
尚很苦恼。

由于住房紧张，南开乡卫生院没
有食堂。为了解决新同事的吃饭问
题，卫生院只能将一间厕所的便池堵
上，腾出空间给郭维尚等医护人员当
厨房。即便这样，郭维尚还是经常吃
不上饭，一是因为卫生院医生少任务
重，忙得没时间做饭；二是乡里只有
一家小卖部，经常买不到菜。于是，
榨菜配白米饭常常成了他的一日三
餐。

“那时候确实很苦，但也很快乐。”
回忆起那艰苦岁月，郭维尚颇为感
慨。他说，大山里的群众很热情、纯
朴，对医生很敬重，经常有村民请他到
家里吃饭。行医路上遇到困难时，大

家也会及时伸出援手。
南开乡卫生院医生少，除了院长

之外，就只有郭维尚、蒙绪海两名取得
医师资格证的医生。因此无论大病小
病，任务都落在了他们的头上。两人
轮流坐诊，每天24小时值班，五天一
轮值，有病人求医随时接诊，没有病人
时就在值班室的小床上休息。5年多
来，一直如此。

“还好都是年轻人，身体扛得
住。”对郭维尚、蒙绪海的辛苦，南开
乡卫生院院长刘健宁看在眼里，疼在
心上。因为人手少，卫生院医生生病
时也不能离岗。上个月，郭维尚患感
冒，头痛、咳嗽，吊完针后又去为村民
看病。

生活上的困难可以想办法克服，但
是缺医少药的困难很多时候却无能为
力。2011年，郭维尚刚到南开乡卫生
院不久，卫生院就接诊了一名因酗酒过
度导致上消化道大出血的病人，送到卫
生院时已经休克。这并不是什么重病，
但因为医疗条件所限，卫生院无法手
术，不得不将病人送到县医院抢救。遗
憾的是，这名病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
去世了。

这件事让郭维尚深刻体会到偏远
山区群众缺医少药的不易，也让他更
加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5年
来，郭维尚不断学习医学知识，并在实
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他从主治内、外、
妇、儿的四科，变成了包括耳、鼻、喉、

口腔、中医等在内全科医生。
“什么病都得治，什么知识都得

学。”郭维尚说，卫生院医生缺乏，给了
他巨大的压力，也让他充满不断进步
的动力。5年里，他逐渐从一名办事毛
躁的青年成长为沉稳老练的医生。

今年 32岁的郭维尚还未成家。
提及此事，小伙子挺不好意思，他说：

“长年在山沟沟里的卫生院工作，接触

到的女孩子太少。”
明年，郭维尚与省卫生部门签订

的在乡镇卫生院定点服务6年合同将
满。是继续留守还是走出大山，他将
再次面临选择。

面对记者的提问，郭维尚说：“我
对这里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我爱上
了这里的人和物，我愿意在这里留下
来，生根发芽。”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卫生院医生郭维尚：

“我愿留在大山生根发芽”

5年来，郭维尚逐渐从办事毛躁的青年成长为沉稳老练的医生。
（图片由医院提供）

■ 本报记者 马珂
实习生 吴宝琪 通讯员 向云凯

“热情迎来蹒跚友，高兴送归健步
人”是海南骨科医院医生林野川真实
的工作写照。采访中，林野川并不是
很健谈，记者问一句，他就答一句。但
是，一旦问到医学方面的问题时，他就
变得滔滔不绝起来。

9月里，记者曾数次约访林野川，
都因其有手术而推迟。采访当天，凌
晨五点，林野川要赶到医院做手术。
直到下午两点许，他才结束手术。

林野川是三亚人，临床医学毕业，
第一份工作所在科室就是骨科。骨科
急诊病人有一个特点：伤口必须在6
小时内得到妥善处理，医护人员必须
随叫随到。加班、凌晨接到电话赶往
医院、通宵手术……这些异于常人的
工作状态，对于林野川来说都是家常
便饭。

从医多年，林野川凭借多年积累
的经验和精湛的医术，为每一位患者
交上了满意的答卷。在林野川的治疗
下，康复患者众多。他记不住康复的
患者们，但是患者对这位为自己解除
病痛的林医生却印象深刻。

林野川说，好多次走在街上或在
超市，经常有人跟他打招呼：“林医
生，你也在这里啊。”很多时候，他的
脑子一片空白，根本想不起“这是
谁”。无奈之下，他只好尴尬地问对
方是谁。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自己治
愈的患者。

患者普通的寒暄问候，让林野川
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付出所收获的意
义，并在内心更加坚定自己的职业
理想。“无论之前付出了多少，无论以
后还要付出多少，一切的付出都值
得。”他说。

去年7月，台风“威马逊”袭击海
南。受台风影响，海南骨科医院接诊
的急诊患者骤然增多。林野川在短短
两天里连续做了16台手术，48小时没
有合过眼。正常情况下，很少有人能
坚持48小时不睡，更别说48小时精
神高度集中，不出差错地为患者做手
术。

当记者谈及此事，林野川说：“当

时，我的脑中只有专心致志为患者做
手术这件事。做完最后一例手术时，
能非常清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当
时，我非常担心自己会不会因此突发
猝死。”

林野川的孩子如今已10个月大，
平时基本都是妻子在照料。手机24
小时开机、随时待命的他，从没有休过
假。当记者询问“这么多年来，有没有
和爱人出去旅游过？”林野川愣了一
下，摇了摇头，面带愧疚地小声说道：

“没有。”
从医多年的林野川，工作中不仅

有辛苦，也曾遇到过很多委屈：喝醉的
病人无理吵闹，将垃圾桶踢到他和医
护人员的身上；患者不了解手术之前
要先检查的正常程序，指着鼻子破口
大骂他“见死不救”……

林野川告诉记者，刚从医时遇见
这样的情况，他会感到非常委屈。行
医救人还要受到一些患者的如此对
待，心中十分难受。现在则更多的是
对患者的理解。现在，面对不理智的
患者，林野川首先选择的是解释沟
通。如果解释沟通没有效果时，他只
能默默承受，然后继续履行一名医生
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尽心尽力救治患
者。

林野川说，很多时候，患者及其家
属都是因为心急，才会有过激、不理性
的行为。作为医生，我们换位思考一

下，就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在
诊治过程中，要给予患者及其家属多
一些信心和安慰。

海南骨科医院医生林野川：

台风中，手术48小时未合眼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王志刚

没有惊心动魄的豪言壮语，没有
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她犹如田野里
平凡的一株小草，大海中一滴不起眼
的浪花。

她是潘丽华，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一名普通的护士，2010年毕业于广西
桂林医学院。从踏入社会的那天起，
她就把自己的青春交付给了护理工
作。

心血管内科是潘丽华工作的第一
个岗位，也是她一直坚守的岗位。心
血管内科是医院重点内科病房，担负
着许多急危重症病人的救治和护理任
务。面对那些生命垂危的心脏病患
者，潘丽华深深感受到了那份沉甸甸
的压力。

“患者的病情需要随时监测、及

时处理。因为恶性心律失常、急性
心肌梗死或心力衰竭等心脏病患
者，随时都可能发生心脏骤停，失去
生命。”潘丽华表示，作为心血管内
科的护士，必须时刻警惕危险信号
的征象，及时报告处理，才能真正做
到化险为夷。

为了做好这份工作，潘丽华平时
只要有空就留在科室观摩，只要有
机会就动手实践，并主动要求护士
长凡有抢救任务都通知她过来参
与。勤补拙，熟生巧，年轻的潘丽华
很快进入角色，成为同行中的佼佼
者。

“作为护士，技术好还不够，还要
给患者心理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照
顾。”潘丽华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她
经常利用空闲时间，给无人照顾、术后
需卧床等生活无法自理的患者剃胡
须、洗脸、洗头、剪指甲、喂饭、端屎倒
尿，得到了病人的好评。

医院心血管内科曾收治了一位
心功能严重不全且合并脑梗塞，左
侧肢体完全瘫痪的 60 岁女性患
者。由于全身水肿及长期卧床，患
者蓬头垢面，全身多处皮肤溃烂，
臭气熏天，医护人员给她进行治疗

时，家属都不愿伸手协助。见此情
景，潘丽华主动为病人洗澡，换洗
衣服，不厌其烦地为病人进行基础
护理。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患者
的身体逐渐康复，全身的破溃伤口
也慢慢愈合。但是，潘丽华此时心
中的石头还没落下。为了提升患者
的肢体功能，她认真钻研脑梗死患
者的护理知识，请教相关科室的护
士有关肢体功能锻炼护理的技能，
及时给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在她的
帮助下，患者肢体功能逐渐恢复，最
终康复出院。

去年 7 月，海南遭遇超强台风
“威马逊”的侵袭，海南省农垦总医
院好几株大树被大风吹倒在路上，
一些病房也受到台风侵袭破损。随
着台风风力的不断加强，许多护士
都担心回不了家时，潘丽华还牵挂
着科室的情况，迟迟没有回家。当
时，由于科室主任和护士长都出差
在外，潘丽华自告奋勇，主动担任
起巡视科室的工作。她来到病房
告知患者及家属安全注意事项，帮
忙转移被雨水侵袭的病房患者及
重要仪器，保证患者及科室财产的

安全。此外，她还主动和值夜班的
同事换班，避免同事在过来上班的途
中发生危险。

这，就是潘丽华。一个工作在平
凡的护理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踏踏
实实工作的普通护士。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护士潘丽华：

坚守平凡岗位传递爱

年轻的潘丽华现在是同行中的佼佼者。 （图片由医院提供）

从医多年，林野川凭借丰富经验，为众多患者解除了痛苦。 马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