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访

活动背景

2014年、2015年，在海南省卫生计生委
的大力支持下，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连续举办
了两届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
活动。两年来，通过社会推荐、个人自荐和记
者采访获得的线索等多种方式，海南日报记
者深入全省各市县实地采访，通过海南日报
健康周刊、南海网平台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新媒体平台，共报道了我省近120名各级医
疗机构的好医护人员事迹。

在2014年、2015年两届“寻找百姓身边
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评选阶段，南海网投
票平台分别以300万和500万的投票数量，
刷新了南海网当年所有网站评选活动的投
票记录。两届活动一共评选出好医护获奖
者30名，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全媒体报道，
让更多人了解到医护人员工作和生活中的
甜酸苦辣。

2016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与海南省
卫生计生委继续推出第三届2016年度海南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此次
活动将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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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微信、海南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对活
动候选人进行全方位报道。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寻找到更多闪烁着职业光芒的医护人员，
将他们平凡而感人的故事推向公众。

2016年度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

大型公益活动细则

由省内医疗机构、各市县卫生局推荐。

社会推荐（可以任选其中一种方式）。

● 拨打海南日报记者马珂的手机
（18976640822）推荐；

●关注“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微信公众号
留言推荐；

●发电子邮件：hnrbjkzk@qq.com 推
荐。

●推荐时需提供被推荐人的真实姓名和
所在单位，并配以简短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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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方式

●具体投票方式将择日刊登。

●如果同一家医疗机构同时出现两名及
以上医护人员的投票票数位居前十名，组委
会将有权保留投票票数最高的人员参与“十
佳好医护”的角逐。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专家评审组组
委会将结合投票数量和医护个人事迹，进行
客观、公正、不记名投票，最终确定“十佳好医
护”和“十佳好医护候选人”获奖名单（投票数
量不作为评选出获奖好医护的唯一依据）。
获奖者将推荐作为卫生系统全省道德模范候
选人。

评选方式

活动报道时间：

2016年5月12日至10月下旬

活动投票时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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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省卫生计生系统工作的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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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执业（助理）医师、乡村医师资格、执
业护士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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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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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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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推荐我的父亲，他
从医一生，我们从小到大从
来没有在假期跟爸爸出去玩
过，他把时间都给了患者。”

“我想推荐上次给我儿
子看病的那个医生，他态度
特别好，给孩子打针很有耐
心！”……

海南省两届“寻找百姓
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
结束后，活动方接到了太多
读者的来信、来电，他们迫不
及待地想把自己心中的好医
生、好护士的优秀事迹报道
出来。

第三届2016年度“寻找
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
动将利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全媒体资源，通过海南日报、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海南日
报客户端、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等多个媒体平台，对好医护候
选人的感人事迹进行全方位、
多角度的报道。希望在活动
中寻找到更多闪烁职业光芒
的医护人员，将他们的感人故
事传播得更广更远。

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
与医护人员的故事，如果你
希望让你尊敬的医护人员被
更多人所熟识，请与我们一
起踏上这段寻找的旅途。

海医附院里乳腺胸部
肿瘤外科主任医师高炳玉
手机里有个秘密——藏着
数千个患者电话。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小小
诊室里，82岁陈桂芳医生对
儿科事业的坚守仍在继续。

万宁乡村医生崔育川，
身患绝症仍坚持给村民看
病，自己也从绝望中脱离，迎
来生的希望。

省人民医院感染科护理
团队，为护理病人，将自己的
生死全然抛开，签下生死状。

……
他们曾经如此平凡地在

你生活中存在，只是你没有
停下脚步去发现。

患者想知道，他们期盼
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当下，能
有更多正直、贴心的好医护。

医务工作者想知道，他
们期盼自己的默默付出，能
够换得患者的一份理解与信
任。

2014年 6月，在海南省
卫生计生委的大力支持下，
海南省首届“寻找百姓身边
好医生”大型公益活动正式
拉开帷幕。2015年，2015年
度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
医护”大型公益活动继续举
办。

从2014年—2015年，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的记者走进
深山、沉下乡村、走进各级医
疗机构，去追寻好医护的身
影。

在两届大型公益活动
中，115名好医护的故事被报
道并广泛传播，更多人开始
注意到那平淡世界里闪烁的
白色光芒。

“至今我仍忘不了，这个活
动带给我的温暖。”近日，接受
记者电话采访时，荣获海南省
首届“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大
型公益活动“十佳好医生”荣誉
称号的万宁乡村医生崔育川不
禁哽咽。

这名身患绝症却坚持给村
民诊疗治病的乡村医生，通过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大型公
益活动，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18万元的社会爱心捐款，缓解
了崔育川无钱看病的燃眉之
急。

“我只是一名普通村医，没
想到得到这样的殊荣，像是在
做梦。”崔育川说，这个活动他
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没想
到，村民们一票一票地投票，将
他推向了“十佳好医生”的颁奖
舞台。

除了崔育川，在两届寻找
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
中，获奖者也在社会中撒播出
一股股暖暖的正能量。

海口市人民医院心外科主
任白树堂因为深受患者尊敬，
在评选阶段，患者们自发为他
组建了投票团。

2015年“海南青年五四奖
章”个人获得者中，首届“寻找
百姓身边好医生”大型公益活
动“十佳好医生”获奖者罗海生
和王锡雄名列其中。

2015年，首届“寻找百姓
身边好医生”大型公益活动“十
佳好医生”获奖者高炳玉入选

“感动海南2015年十大年度人
物”。

2016 年，高炳玉和 2015
年度“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
型公益活动“十佳好医护”获得
者张秀梅又荣获了“海南青年
五四奖章”。

…………
“如果不是‘寻找百姓身边

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我的故
事也许不会被别的媒体发现。
站在镁光灯下的我代表的不只
是自己，也是儿科医生的群
体。”省人民医院哮喘中心主任
陈实，曾经为患者诊疗三次晕
倒在诊室。在2015年度“寻找
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
动中，她获得了提名奖。陈实
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她又成
为国家级“生命英雄”评选活动
中海南唯一一名获奖代表。

“把评选的权力交给患者，
让他们评出自己心中真正的好
医护。”海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
韩英伟道出了两届“寻找百姓
身边好医护”活动的意义。

115段平凡故事
讲述最真实的医护人生

荣誉桂冠
献给好医生好护士

活动开启
快来推荐身边的好医护

第三届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启动

寻找拳拳医者心 谱写悠悠天使情

■ 本报记者 马珂

继入选“感动海南2015年十大年
度人物”后，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乳
腺胸部肿瘤外科主任医师高炳玉，日
前又被授予第22届“海南青年五四奖
章”。

“感谢‘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
活动带给社会一种向上的力量。”接
受记者采访时，高炳玉动情地谈起

了2014年参与海南省首届“寻找百
姓身边好医生”大型公益活动的感
受。

据了解，高炳玉从医17年间，足
迹几乎遍及全省各乡镇，每年为群众
义诊1200人次；手机24小时不关机
为患者服务，平均每年接待患者2600
人次，他表示，做一名医生，是值得一
辈子坚守的事情。

2014年，海南省首届“寻找百姓

身边好医生”活动启动。在报道过程
中，有患者向记者推荐了好医生高炳
玉，推荐理由只有两个字：“好人”。

记者在深入采访高炳玉后，了解
到他从医17年间一直拒收红包。他
的手机里存着 3000 多名患者的电
话，对患者总是保持耐心。经过活动
报道，在活动评选阶段，高炳玉的票
数一直名列前茅，最终获得了海南省
首届“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活动“十

佳好医生”的荣誉称号。
“获奖的消息被报道出去，我收

到了众多患者的短信祝贺，还有的患
者特意打来电话问候。”高炳玉说，还
有不少患者慕名前来找他诊治。

“作为医生，很多人总觉得只要
埋头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并不
愿意站在闪光灯下。但是，我们应
该让更多患者知道，医生为患者付
出的拳拳之心，让患者理解我们，和

我们成为朋友。”高炳玉说，海南省
首届“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活动，
为医生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与患者交
流的平台，一个向社会宣传正能量
的广阔平台。

“如今，一些关于医患关系的负
面信息在媒体上传播，我们需要更多
正能量的报道来拉近医患关系，让更
多年轻的医护人员获得鼓励和前行
的力量。”高炳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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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5·12国际护士节。在这个全世界护士的共同节日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海南省卫生计生委联合举办的第三届2016
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我们在一起吧，我把我唱给你听……”让我们用脚步去寻找拳拳医者心，用文字谱一曲悠悠天使情，把他们的故事唱给你听。

■ 本报记者 马珂

好医生高炳玉每年义诊1200人次

“寻找好医护，带给社会向上的力量”

本版图片均为历届获得“十佳好医护”荣
誉称号的医护工作者。（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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