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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度海南省“寻找百姓
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中，他是
我们报道的第一位已逝的医生。

在他34年的村医路上，每一天
都平凡得如一捧土壤，不光鲜、不耀
眼、不引人注意。但是，他却恪守着
这份平凡，默默守护患者的生命之
花，从不敢有一丝怠慢，直到生命的
终结。

他就是文昌市东郊镇中心卫生
院57岁的医生林杨。2015年4月
4日下午2时20分，他因心脏病突
发倒在诊室里。

1981年9月，毕业于广东省海
南卫生学校的林杨，被分配到东郊
镇中心卫生院。当时，卫生院的医
疗条件极其艰苦，硬件设施差，医生
人数少，待遇水平低。初来乍到的
林杨工作热情虽高，但工作难度可
想而知。其家属告诉记者，他也曾
踌躇、彷徨过，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
争，最终他选择了留下。

34年来，不论春夏秋冬，不论
白天黑夜，村民们的病痛都牵动着
林杨的神经。哪家有人病了，一个
电话过来，他立即上门诊疗，或者骑
电动车载着患者回卫生院救治。

对于整天被病人“包围”的医生
来说，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报酬却
大幅度降低。有人劝林杨不如自己
开个诊所，赚个盆满钵满。但他认
准了乡镇卫生院的这个“穷”岗位。

林杨走后，许多当地的“老病
号”都不愿相信，平日里熟得像亲人
的林医生，就这样突然倒在了病人
面前。送林杨走的那天，许多村民
自发赶来，送送他们身边的“好医
生”。

林杨是千千万万乡村医生的缩
影，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任
劳任怨。正是有他们扎根基层，才
巩固了乡镇医疗卫生网络，保障了
一方百姓的健康安全。

一生奉献

林杨

省人民医院
感染科护理团队

非典、霍乱、甲流、H7N9……
多年来，省人民医院感染科每次都
是这些传染病的省内指定收治医
院，医护人员可谓身经百战。

2014年3月，埃博拉疫情在西
非国家爆发。省人民医院感染科被
指定为海南省收治埃博拉疫情的重
点病区。从2014年6月起，在省人
民医院副院长兼省传染病医院院长
赵建农的带领下，感染科进行了各
种物资准备，并分批进行了操作培
训和演练。

“铃铃铃”……2014年 8月30
日，感染科护士王银月接到医院的
紧急电话：“快回医院，有疑似埃博
拉出血热的病人被送到医院！”

“埃博拉出血热是目前世界上
传染性极强且死亡率极高的传染
病，而且频频传出国外医护人员感
染疫情的消息。”已经在感染科工作
了20多年的护士长杜姗菱说，面对
如此可怕的疾病，当时科里不少年
轻的护士多少有些畏惧，“都是人
嘛，说不怕那是假的。”

“我很骄傲，我们的医护人员没
有一个退缩！”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
任林锋告诉记者，当时，医院第一梯
队10名护士，6名医生迅速到位。
所有人都知道即将面临一场生死未
卜、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众人齐心协力的工作下，
2014年9月5日，病人被送到国家
CDC的血液检测结果出来了：该例病
人被确诊没有感染上埃博拉病毒。

“在我的同事兼战友里，有因为
全力备战没时间照顾小孩，为此把孩
子送回老家的；有年轻同事刚刚参
加工作不久，不想让父母为自己担
心，对进入隔离病区只字不提的。
我不敢说这就是奉献精神，但我可以
肯定地说，这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职
业精神的体现。”林锋表示。

医者大爱

凌家范

“三语”村医
“吱”的一声，攀爬了数十公里

山路的皮卡车猛地停下，停在琼海
市石壁镇南通村卫生室门前。琼海
市石壁镇卫生院防保组组长何子蛟扭
头严肃地对记者说：“没告诉老凌今天
有采访，不然他又躲开去出诊了。”

进山出诊躲开记者采访，是凌
家范会做出来的事。2005年被评
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后，大批媒
体曾到深山里采访凌家范给苗胞们
送诊上门的事迹，但他至今仍没习
惯面对媒体。与记者交谈，凌家范
不善言辞，但在日常工作中，他却能
说流利的苗话、海南话与普通话，是
名副其实的“三语”村医。

从风华正茂的青年防疫员到年
过半百的乡村医生，凌家范把29年
的青春洒在了这座青山上，洒在曲
折坎坷的山路上。在深山坚守多
年，凌家范也曾想过离开。“但是，我
走了，这里又没有了村医。村民对
我那么好，实在狠不下心。”凌家范
说，肩上的责任、乡亲们的质朴感
情，让他决定在此扎根。到南通村
的第五年，他就把妻儿接到了身边，
如今的他已经是两个孙子的爷爷。

看病、诊断、打针、配药……这
样普通的工作凌家范一干就是29
年。“非常踏实，在琼海都找不出第
二个这样认真负责的乡村医生。”石
壁镇卫生院院长黎文新说，凌家范
总能让他想起那句名言：“一个高尚
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陈桂芳祖籍广西，1957年以优
异成绩从广西医学院毕业后支边到
海南岛，进入海南省人民医院当儿
科医生。

在“登革热”疾病突发的1986
年，医院突然接到数十位具有相同
症状的病人，许多人肺部大出血，引
发吐血症状。在危急之际，陈桂芳
决定超剂量使用脑垂体后叶素对病
人进行止血,治愈了一大批患者。

从医以来，陈桂芳用精湛的医
术攻克了无数疑难病症。1995年
退休后，陈桂芳被医院返聘，活跃在
诊疗一线。

2006年3月，在单位体检中，陈
桂芳被确诊为乳腺癌，癌细胞已经出
现扩散。2007年3月7日，74岁的陈
桂芳做完6个疗程的化疗和32次放
疗。癌症初愈的她，再次穿上白大
褂，回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儿科诊室。

一年多前，陈桂芳被海南省妇幼
保健院返聘，继续在医疗一线工作。
有时候，她一天最多能看近30名患
者，跟年轻医生一样“拼”。

“能够再次穿上白大褂，我真的
好高兴。”陈桂芳告诉记者。

当记者问年过八旬的陈桂芳
还要工作多久才彻底退休时，她给
出了这样的答案：“我是个平凡的
医生。只要活一天，就要给孩子看
一天病。”

杏林芬芳

白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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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省平山医院院长林展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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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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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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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心灵

周家彬
1990年出生、2013年10月参

加工作的张秀梅毕业于湖北医药学
院，毕业后成为农垦那大医院肿瘤
内科的一名护士。“秀梅很乐于助
人。有几次，轮到她休息，临时让她
从海口回来顶班，她也毫无怨言。”
同事罗超如是说。而最让罗超佩服
的，还是2014年张秀梅力救溺水女
孩的事迹。

张秀梅家住那大镇水利沟旁
边，2014年端午节前的一天，她下
班回家后坐在家门口和邻居聊天、
吃粽子。突然，一群人喊叫着向水
利沟跑去。张秀梅闻声过去一看，
原来是一名女孩溺水了，刚刚被人
救起，还躺在水边的斜坡上。

围观的群众都说女孩已经没救
了，张秀梅只好在水边的斜坡上给
女孩做心肺复苏。

“斜坡上很危险，施展不开。”
张秀梅回忆说。经张秀梅苦苦央
求，一名大叔帮忙将女孩抬到岸
上后，她继续帮女孩做心肺复
苏。半个多小时后，“120”急救车
赶到现场。

张秀梅说，后来，她听说女孩最
终成功获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我当时的举动完全是下意识的，那
是一名医护人员应该做的事。不
然，对不起这份职业，更对不起自己
的良心。”

平凡天使

张秀梅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去看牙
医是件可怕的事，但在“杨阿姨”这
里似乎变得有意思起来。孩子口中
的“杨阿姨”，就是海南拜尔口腔医
院VIP特诊科、儿童牙科主任杨瑾
瑛。

2015年是杨瑾瑛从医的第14
个年头。对于患者来说，她既是医
生，又是许多过来看牙的孩子的好
朋友。

给孩子拔牙，考验的不仅是医
生的技术，还有医生的耐心。面对
许多哭闹的孩子，懂得孩子心理，善
于和孩子沟通的杨瑾瑛自有她的

“一套”。
在杨瑾瑛的诊室每天都在发

生。她曾用4个小时帮一个孩子拔
下乳牙，结账时家长发现收费只有
20元，感慨不已。杨瑾瑛表示，“作
为一名医生，重要的不是挣钱，而是
做事”。

在拜尔VIP特诊科门口，经常
能看见杨瑾瑛带领助手，在门前将
病人一路欢声笑语迎进门，告别时
一路频频挥手。有时，杨瑾瑛把患
者一直送到大厅甚至车前才和顾客
告别。

杨瑾瑛说：服务要有深度，不能
浮于表面。医生给予顾客十分的尊
重，顾客一定会还你一百分的信赖。

温暖如春

杨瑾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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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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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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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心仁术

窦永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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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这两年跟踪报道好医生、好医护活动，也许我是采写
好医护稿子最多的记者之一。

通过2015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
活动，我再次有机会聆听这些医生和患者的温情故事，真
正感受到医者仁心、大爱如川的力量。看到自己采写的
好医护故事被更多媒体关注并再次挖掘，自己采写的好
医护人选陆续登上领奖舞台，我感到十分荣幸。

活动伊始，一些人也曾心存疑惑：“医患矛盾如此紧
张，你们能找到真正的好医护吗？”“你们报道的这些人物
故事都是真的吗？”……

采访过程中，记者们用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报道，让一
个个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的医护人员走到公众面前。
患者通过媒体报道，看到医护人员的另一面，给他们多些
理解；优秀的医务工作者通过报道，在社会上散发出暖暖
的正能量。

采访年过八旬的陈桂芳医生时，她表示“我要为孩子
看病看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看到患者怀念已逝文昌市东
郊卫生院医生林杨流下的眼泪；省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
们在为护理疑似埃博拉病人前表现出莫大的勇气……采
访过程中，我被震撼着感动着。

在海南省首届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活动中，获评
好医生——身患绝症的崔育川入选了海南省道德模范的
行列；好医生高炳玉成为“感动海南”2015年十大年度人
物之一。在2015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
益活动中，令人感动的陈桂芳奶奶，荣登“中国好人榜”，
并成为“2015年感动海南致敬人物”。

海南好医护的正能量，在社会中不断传播。
在2015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

动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继续寻找
并传播好医护的身影和感人事迹。

记录的过程
是对心灵的一场洗礼

■ 本报记者 马珂

1月13日晚，2015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
护”活动揭晓晚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

你可见那83岁医生奶奶陈桂芳对孩子们执着的
爱？你可懂那乡村医生凌家范29年扎根苗村的不变
坚守？你可听到患者对倒在诊室的乡镇卫生院医生
林杨的声声呼唤？你可感受到传染病医院护士舍命
护理病人的勇气？

他们，就是守护一方百姓健康的海南好医护。
他们，就在你我身边，展开白色的羽翼，如天使般

守护着生命的尊严与意义。

寻找，源于一份期盼

人们都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淡泊名利是
医生的素养。取舍之间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问心
无愧？

患者想知道，他们期盼看病难、看病贵的当下，能
有更多正直、贴心的好医护。

医务工作者希望自己的默默付出，能够换得患者
的一份理解与信任。

肩负着重任，我们去寻找。
继2014年海南省首届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活

动成功举办后，2015年5月，海南省卫生计生委与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再次联手，举行2015年度海南“寻找
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共同开启一场好医
护的发现之旅。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记者的镜头和笔端，沿着大
海、钻进大山、走进人群中，寻找海南那些令人尊敬的
医务工作者。近5个月的时间里，活动主办方组织骨
干记者在全省范围内寻找、挖掘并记录下55位我省好
医护的故事。

在好医护的感人故事里，你能感受到白大褂下跳
动着的炽热真心，你能明白那一句句医嘱下的深情关
爱，你能看得到他们为患者健康付出的执着守护。

温暖，始于一份责任

活动主办方寻找好医护的过程，亦是传播医患深
情的过程。

2015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
活动期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55名好医护的事迹和
故事，以全媒体、全方位的阵势，分别刊登在海南日
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以及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海
南日报健康周刊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上。

“陈桂芳奶奶是我们一家三代的儿科医生，我们
支持她。”83岁高龄的海南儿科医生陈桂芳，在战胜癌
症后，仍然坚守在为患儿看病的第一线，她的故事感
动了众多读者和年轻医生。

农垦那大医院肿瘤内科90后护士张秀梅，跪地救
活溺水女孩，创造生命奇迹，全凭医护人员对生命的一
份敬畏。

去年文昌市东郊镇中心卫生院57岁的医生林杨，
坚守基层岗位34年，最终因心脏病突发倒在工作岗位
上。

“过去，我对医生这份职业充满了敬仰。但近几
年医患关系紧张，我开始怀疑这份职业是否依然神
圣。看到活动报道后，我很庆幸生活中依然有这么多
好医护。”读者曹俊表示，他将根据相关报道，找到这
些好医护为亲朋诊治。

2015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
活动的举行，在省内刮起了一股寻找好医护之风。患
者纷纷主动诉说他们心目中的好医护，医疗行业内也
兴起寻找好医护、学习好医护的良好氛围。

由于全方位的报道，海南好医护的故事被广泛流
传，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

“他们甘受贫困坚定不移，直面生命安危不心存
疑虑，他们撑得起医生素洁的庄重与责任。”《健康报》
有关负责人在了解了海南好医护的故事后，不禁发出
这样的感叹。

使命，仍在不断延续

1万、3万、15万、50万、100万、200万、500万
……2015年10月，2015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
医护”大型公益活动进入投票阶段，设置在南海网的
活动投票平台数字不断跳动，不断刷新着投票记录。

2015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
活动总投票数超过500万！

“我们为好医生组成了投票微信群！”投票过程
中，有患者为自己尊敬的医生自发组成投票微信群，
希望把他们心目中的好医护推向“十佳”领奖台。

“有患者隔几天就给我讲投票情况。”海口市人民
医院心胸外二科主任白树堂，给记者看了患者发给他
的微信。“如果不是这个活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患者
缘这么好，这也将激励我在医生的岗位上更多地为患
者付出。”白树堂说。

活动通过大众投票结合评审组评审的方式，评选
出“十佳好医护”和十名好医护提名奖人选。

“他们的故事很感人，激励着我们继续在医疗行
业奋斗，对患者真情相待，我相信这样的好医护是医
疗行业的主流。”晚会结束后，一位年轻医生如是说。

在救治生命的过程中，好医护让患者追求健康与
生命的路上，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
再悲凉。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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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大褂和口罩遮挡着你们的面容，却
遮不住你们温暖而坚定的目光。你们怀着
悬壶济世的情怀，以对生命不离不弃的执
着，践行着救死扶伤的信念，彰显着高尚的
医者仁德。你们是生命与希望的守护者，
向你们致敬！

致
敬
词

贫困患儿没钱治病怎么办？找
媒体，找朋友，找基金……这是海口
市人民医院心胸外二科主任白树堂
的独门“化缘”绝招。近年来，靠四
处化缘，白树堂先后为近百名贫困
先心病患儿免费“救心”。

作为一个心脏外科医生，白树
堂几乎每天都要为患者做心脏手
术，再加上平时诙谐幽默爱逗大家
开心，还常常为患者做“傻事”，朋友
圈里大家都习惯叫他“白开心”。

2015年，51岁的白树堂从医
32年。从小农村长大的他，深知贫
困老百姓看病就医不易。“先心病不
像癌症等治愈率低的慢性病，只要
手术成功，治愈率很高，不仅能治愈
一个患者，还可以挽救其整个家
庭。”得知很多患者交不起钱而不能
手术后，白树堂比患者还着急。

为了给患者筹钱，白树堂多次
通过微信朋友圈呼吁身边的朋友捐
款，找过省内媒体帮忙募捐社会善
款，还曾带着媒体记者找企业老板
捐助……但是，随着需要救助的病
患越来越多，白树堂深知这样的“化
缘”不是长久之计。他认为必须要
找一个基金持续资助贫困患者。

2013年9月，他通过朋友辗转
联系到北京爱佑慈善基金，为我省
贫困先心病患儿争取到免费救治的
机会。当年，爱佑基金会派人考察
了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设备设施
和白树堂的业务水平，决定与海口
市人民医院展开合作，共同为贫困
先心病患儿提供免费救治。作为我
省第一个爱佑基金合作项目，白树
堂为海南的贫困先心病患儿带来了
一份长期固定的保障。

为了让更多贫困风湿性心脏病
患者也得到救助，2013年，白树堂
与海南省大病医疗救助基金合作。

扶贫救“心”

白树堂

“医疗技术难度不算大，给服务
对象做思想工作成了工作的重头
戏。”海口市计划生育服务站副站长
林芳惠如此形容自己8年来的工作
感受。

“老百姓不理解，就不接受。”林
芳惠说，一开始，老百姓对孕前优生
检查并不了解，计生人员上门宣传
时不时会被当成骗子。

“被人骂出来是常有的事情，但
就算被骂，该做的工作也一定不能
落下。”林芳惠就有这么一股劲头。

2013年9月，在海口市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中，林芳惠发现王
某和丈夫同时携带 B-型地贫基
因。去年4月，王某怀孕，并拒绝做
产前诊断。

林芳惠和社区服务站医务人员
上门不下5次，在苦口婆心的劝说
下，这对夫妻终于到海南医学院附
属医院进行产前诊断。诊断结果显
示，王某腹中胎儿为B型重度地贫
患儿。在专家建议下，王某终止了
妊娠，避免了一名缺陷儿的出生和
家庭悲剧的发生。

痴心不渝

林芳惠

陈桂芳

海南十佳好医护
2015

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胸外二科主任

白树堂

同济文昌医院介入微创诊疗中心主任

窦永充

海南拜尔口腔医院VIP特诊科、儿童牙科主任

杨瑾瑛

农垦那大医院肿瘤内科护士

张秀梅

海口市计划生育服务站副站长

林芳惠

海南省平山医院门诊部主任兼二科主任

周家彬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科医生

陈桂芳

琼海市石壁镇南通村乡村医生

凌家范

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

护理团队

文昌市东郊镇中心卫生院医生

林杨

活动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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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有
那么多好医护

医者仁心 无疆大大爱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采访一位好医护，就像阅读一篇好文章、一本好书，
个中精彩细节让人感动。在五指山市等地采访的好医生
身上，记者看到了敬业、奉献、坚强及善良等品质在闪耀，
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挥洒在大山深处，奉献给
一方百姓。

当媒体公布2015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
型公益活动“十佳好医护”的评选结果后，海南省平山医
院门诊部主任兼二科主任周家彬榜上有名，记者第一时
间电话通知了他。“全省那么多大医院，数十名医生参与
评选，竞争那么激烈。我的事迹很平凡，怎么会入选？”周
家彬一开始感到意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地处五指山市的海南省平山医院是一家精神病专科
医院，周家彬毕业后就来到这家医院，如今已经连续工作
了21年。

“专科毕业的周家彬，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强化业
务学习，现在已是主治医师和业务骨干。”在采访周家彬
之前，海南省平山医院院长林展告诉记者，周家彬作为一
名普通的精神卫生工作者，扎根少数民族地区20多年，任
劳任怨，难能可贵。

在采访周家彬的过程中，记者发现，由于工作强度
大，不惑之年的他有些憔悴、消瘦。周家彬治疗的对象比
较特殊，都是精神病患者。大部分病人认为自己没病，因
此不愿配合治疗，甚至会对医护人员拳脚相加。记者跟
随周家彬巡查病房时，常常遇到一群精神病患者围上来
向他倾诉。周家彬每天都要忙于查房、制定护理策略、给
病人喂饭喂药洗澡等事务，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

保亭和五指山的交通相对闭塞，工作条件较为艰苦，
一些业务能力强，有门路的医生，纷纷走出大山，去海口、
三亚甚至外省一些大城市发展。但是，也有部分医生选
择在山区坚守，默默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

胡家连是保亭人民医院普外科一名骨干医生，一些
医院高薪来“挖”他，但他不为所动。30多年来，胡家连认
真接诊每一位病人，对患者的咨询百问不烦，直到患者满
意而归。每次下班前，他都会去病区看一看，问一问；每
天入睡前，他都雷打不动地回顾当天的工作情况：一共收
治了多少病人，住院病人病情有无变化，哪个病人尚未脱
离危险……

2015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
动，记者采访的好医生里，五指山市通什镇应示村委会卫
生室医生黄大理的事迹让人印象深刻。黄大理肢体3级
残疾，行医27年，救治的患者遍布应示村以及周边村庄。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过着清苦的日子。但是，黄大理作为
一位乡村医生，勤奋刻苦，乐观豁达，不仅会打针输液、缝
伤口等西医治疗方法，还会用针灸、拔火罐等中医理疗技
术和草药秘方给患者治病。

在好医生的身上，医者大爱得到了最质朴的诠释。
与他们的近距离采访接触，成为记者采访生涯中宝贵的
精神财富。

采访好医护，
就像阅读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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