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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仁心 大爱海南
——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部分“海南十佳好医护提名奖”获得者主要事迹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广大
医护工作者“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卫生健康职
业精神，传递健康海南
正能量，2014年-2019
年，海南省卫健委和海
南日报社联合举办了五
届海南省“寻找百姓身
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
动，在全社会引起较大
反响，有力地促进了全
省卫生健康系统行风建
设，成为我省医疗卫生
界挖掘身边好医护、树
立先进典型、弘扬正能
量的一项重要品牌活
动。

在这五届活动中，
一个个令人敬佩、令人
感动的好医护形象走进
公众视野，为患者所熟
知，树立起一个个榜样，
带给我们一次次感动。

“海南十佳好医护”
成为了每届活动的焦点，
但是，获得“海南十佳好
医护提名奖”的医护人员
的事迹同样让我们感动，
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
在2019年第二届中国医
师节，让我们走近部分曾
获“海南十佳好医护提名
奖”的获得者，倾听他们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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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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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和潘富文一起毕业后进入医
院工作的医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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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杰睿
临高县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副

院长兼心内科主任谢杰睿，20多年前曾
在广东韶关生活了近10年，在那里潜
心钻研，攻克了矽肺、肺急性炮烟中毒
等病例急救的难关。

1994年，新建设的临高县中医院落
成，谢杰睿申请调回工作。在临高，谢
杰睿精湛的医疗水平抢救了许多重症
垂危病人。

多年来，谢杰睿在承担各类科研和管
理任务的同时，始终不离临床诊治一线。
每逢他出诊，诊室里总是排满了患者。

杨维忠
在海南就医，一提起消化内镜技术

的运用，很多人都会想到海南省农垦总
医院消化内镜科主任杨维忠。

几年时间里，杨维忠实现了海南内
镜方面许多零的突破。其中，超声内镜
及小肠镜的诊疗技术，让患者不必到省
外就医，给他们带来了福音。

周军怀
三亚市中医院消化科、老年科主任

周军怀，专注于中医研究和临床总结。
从医近30年，诊治过数以万计的病人，
很少出现过差错。

周军怀不仅自己耐心细致，体贴周
到，还要求科室的医护人员关心体谅患
者，做到换位思考。在他的带动下，该
院消化科、老年科患者综合满意度一直
在95%以上。

陈春明
临高县人民医院外三科（肿瘤外

科）主任陈春明常年以院为家，为救治
一位上消化道大出血的患者，陈春明曾
连续3天休息时间加起来不足6小时。

经常救治病人的陈春明，由于长期
高强度工作，常常错过正常吃饭时间。
胃出血的毛病反复困扰着他，同事都为
他心疼。有患者曾问：“陈主任，你不累
吗？”他总是笑着表示，这是他热爱的事
业，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陈实
从事儿童呼吸专业工作30年，海

南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儿童哮喘防治
中心主任陈实早已名声在外。2008年，
她创建了全国首批、海南省唯一一家获
得国际认证的儿童哮喘免疫治疗中心，
获得钟南山院士的肯定，吸引了很多省
外孩子慕名而来。

她的门诊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
市县患者来看病的，所有检查结果尽量
当天做当天出，缩短患者在海口的时
间，不让他们多花住宿的钱。

赵青
武警海南省总队医院耳鼻喉科主

任赵青从医多年，处理过的急诊案例数
不胜数。

2010年，她向医院申请到中山大

学附属医院学习“过敏性鼻炎脱敏治疗
法”。学成后，她又将脱敏治疗的成果
带回海南，缓解了不少过敏性鼻炎患者
的痛苦。

她组织成立了海南首家眩晕诊疗
中心，治疗了许多因耳石症导致眩晕的
病人。

欧宗兴
欧宗兴是海口市人民医院呼吸内

科主任，人称“从不停号的科主任”。每
逢欧宗兴出门诊，只要患者上午下班前
赶到医院挂上他的号，都不会白来一
趟。

门诊中，欧宗兴严令禁止科室有过
度医疗的情况。他开出的处方经常从
几毛钱到几元钱不等，平均处方药费也
只有几十元。点滴注射的情况在他的
处方中非常少见。

林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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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医多年，林野川凭借多年积累的经
验和精湛的医术，让众多患者恢复健康。

台风“威马逊”袭击海南那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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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差错地帮患者康复。

林孟东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的乐四

村，有一个为全村百姓所敬重的乡村医
生林孟东。

因为村里只有林孟东一名医生，他
经常要带病坚持工作。每年4月至5月
是流感高发期，林孟东常常忙得“连小
便的时间都腾不出来”。有时，林孟东
感冒了，仍然坚持先给村民看病，到晚
上11时再给自己打点滴。

林孟东十年如一日的真情付出，为
他赢得了众多村民的好评。

王玉珠
走进琼中什统黑村卫生室，王玉珠

的电话号码就写在门上。村民半夜突
然病倒，产妇雷雨夜临盆，老人行动不
便……多年来，一接到村民的求救电
话，王玉珠二话不说马上从家里赶过去
救治。

除了负责日常给村民看病开药、打
针输液之外，王玉珠还走村串户宣传孕
期保健常识，为孤、残、特殊困难群体免
费初步义诊。此外，她每年还配合乡卫
生院为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一次健康
体检，并及时将体检信息存入档案，为
村民建立了健康“晴雨表”。

曾雪霞
从2002年起，曾雪霞几乎跑遍了

海南岛的每一个村庄。她和2000多名
计划免疫工作人员一起，将计划免疫的
保护屏障罩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

2011年，曾雪霞担任海南省疾控中
心免疫规划科科长。近年来，曾雪霞带着
全省计划免疫工作人员在全国率先建立
了计划免疫绩效评估体系，试点实施预防
接种信息网络管理系统，实现了全省“一
卡通”，解决流动儿童预防接种难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海南省儿童预防
接种率已达到98%以上，全省计划免疫
整体水平居全国前列。

米艳华
2014年，米艳华成为平山医院二科

护士长。这里有些病人患有精神分裂

症、情感性精神障碍、癫痫性精神分裂
症等疾病，还有一些救助站、福利院送
来的脑瘫儿童、智障老人以及“三无”人
员。帮助病人洗澡、理发、剪指甲、更换
经期护理垫……不管工作多累多脏，米
艳华都任劳任怨。

杨慧
2012年，解放军第187医院护士杨

慧在一次无偿献血时申请加入了中华
骨髓库。2016年，杨慧远赴武汉，捐献
造血干细胞。

采集造血干细胞前，需要给捐献者
打一段时间的“动员针”。针后的正常
疼痛与不适如期而至，背部、腰部、腹
部、腿部的疼痛使她整夜难以入眠。而
在长达5个小时的采集造血干细胞过程
中，杨慧的两只手必须始终保持同一个
姿势。为了确保捐献质量，她全程没有
用镇痛药止痛。

容美桑
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容美桑从一名30年临床
的儿科主任，转型为一名重症医学科主
任，只用了1个月时间。她带领团队，从
零开始创建重症医学科，让科室在4年
里达到了二甲综合ICU水平。

在容美桑的带领下，该院ICU设科
4年来，从未出过一起医患纠纷和投
诉。4年来，该院ICU收治危重病人近
千例，抢救成功率在85%以上，将急危
重病人合并呼吸衰竭，及合并急性心力
衰竭的抢救成功率提高至90%。

刘红山
刘红山在美国工作多年，主要从事

眼表、角膜病以及其他外眼疾病的诊治
及研究。2012年12月22日，中山大学
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正式运营，
他受邀来到海南，支援省眼科医院的建
设和发展，。

多年来，刘红山凭借在国外工作的
经验，与国外眼库建立有效联系，在省
内首次打通了国外眼角膜资源捐献的
渠道，实现角膜国际资源共享。2013年
5月，海南省眼库建立，众多患者因此受
惠恢复了光明。

谭其士
遇到重症病危患者，临高县人民医院

内三科主任谭其士敢于冒风险、负责任、
有担当。2009年，谭其士主刀实施了临
高县人民医院第一例颅内血肿微创清除
术，手术获得成功，重症病人转危为安。

为了提升医疗技术，2009年10月，
谭其士到北京参加全国颅内血肿微创
清除术培训，手术技能进一步提升。回
临高后，他又先后开展了丘脑血肿清除
术、侧脑室血肿清除及引流术等高难度
的手术，在省内同行中达到先进水平。

王葆春
海南省人民医院胃肠外一科副主

任王葆春救治病人的第一信条：遇到危
重患者，不放弃一丝治疗希望，不怕承
担手术风险。

曾经有位78岁的患者患有晚期胃
癌，已经连续4个月没有进食，全靠营养
液维持生命。瘦得皮包骨的老人住院
当晚出现了严重的呕血现象。经过一
夜抢救，老人仍处于濒死状态，家属都
已经做好了后事准备。

但曾担任患者主治医生的王葆春
得到消息后，立即争取家属的支持，制
订治疗方案，为病人开展手术。最终手
术开展成功，将肿瘤彻底清除。度过了

危险期，老人奇迹生还。

李建斌
2015年7月，擅长治疗呼吸系统疾

病的李建斌来到定安县人民医院，协助医
院创办了呼吸内科这一重点专科科室。

工作中，身为科室主任的他以三甲
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来严格要求科室
的医护人员，组织他们向省和国家申请
研究课题，还常常组织科室的医生一起
收看专业的医学学术视频讲座。

现在的定安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人人都能独当一面。

付杰
作为海口120急救中心的负责人，

付杰长期奋战在急救知识培训一线，并
致力于推动建立海口的社会急救医疗
体系。

2017年，海口120急救中心培训科
共开设培训班212期，培训人员15228
人次。海口急救知识普及工作获得国
内同行认可。

“2017年海口120急救中心接警电
话比2016年下降了17.7%；2017年有
效出车次数比2016年下降7%。”付杰
认为，这个变化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近年
来海口不断普及急救知识，有效避免了
过度占用急救资源，使急救车逐渐回归
成为真正的救命车。

严敏
2012年初，儋州市人民医院普通外

科护士长严敏向医院护理部主动请缨，
先后在海口、广州、武汉、北京等多家三
甲医院进修学习了PICC置管技术。通
过学习PICC置管术，解决化疗、重症、
输液困难患者静脉输液难题。

2012年8月，严敏在海南西部地区
率先成功开展了塞丁格技术下的4例
PICC置管术。此后，她应邀到医院其他
科室会诊置管，给早产儿、多器官功能衰
竭和抢救等重症患者化解了输液难题，
为医生抢救用药提供了有效途径。

唐秋萍
从1997年走上临床输血研究工作，

海南省血液中心临床输血研究室主任唐
秋萍见证了我省的输血安全史。20多
年来，给省内大大小小的医疗机构输血
科人员做培训，对稀有疑难血型进行鉴
定和配血，成了唐秋萍的两项主要工作。

“我愿意以我的专长，去帮助需要
我的患者。”唐秋萍说，长期在海南省血
液中心工作，也时时耳濡目染献血者无
偿捐献的奉献精神，她认为能从事这样
一份充满爱心和奉献的工作，是她一生
的荣幸。

杨军
海南省眼科医院白内障一区科室

主任杨军，面对的患者大多是老年人，
耐心与患者沟通，成为杨军很重要的工
作。

杨军和他的同事们还经常到文昌、
昌江、五指山等市县的乡镇进行义诊。

作为海南派出的白内障手术专家，
杨军还参与了三次“中国海南·柬埔寨
光明行”医疗援外行动。

皇甫月前
从东方市区出发，开车行驶一个半

小时，就来到了位于大广坝库区的东河
镇金炳村。小院子里的村卫生室内，皇
甫月前穿着白大褂，把柜子上的药品摆
放得整整齐齐，耐心地接待着每一位前
来看病的村民。

东河镇红泉卫生院医生皇甫月前，
将他人生中的38年，全部献给了大山中
的百姓。在他临退休前的两个月，又听
从单位安排，去更偏远的金柄村当起了
乡村医生，即便他自己也身患糖尿病和
双下肢静脉曲张。

麦贻钦
近年来，昌江黎族自治县中西医结

合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麦贻钦在昌江
医疗卫生机构中率先开展了足浴、艾
灸、熏蒸等中医特色疗法，不但充分发
挥中医在医疗、康复、保健和慢性病等
方面的特色和优势，还将西医的长处融
入其中，通过中西结合方法对病患开展
救治。

这样的尝试，让麦贻钦在不孕不育
治疗方面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法子，也
让他在2015年成为全国200个“基层
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

莫小文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中心

卫生院院长莫小文从事中医工作已31
年，经验丰富。

“好大夫”是莫小文的患者给莫小
文起的微信名，大家常常拍图片、发视
频，向他咨询问题，莫小文都耐心解答。

“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药，也有可
能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这一原则，莫
小文坚持了近40年，也因此和每一位
患者从“陌生人”转变为“亲人”。

宋振华
海口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

宋振华，30岁时成为云南一所三甲医院
康复医学科副主任；36岁到海南“二次
创业”，成为一名科室带头人。他将一
个原本“一穷二白”的科室打造成我省
的“龙头品牌”。

目前，海口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在省内康复医疗领域占据重要位置，不
仅是海南省康复医学质量控制中心，还
是海口市残疾人康复技术培训基地、海
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医教结合”基
地、海口市肢体残疾康复技术指导中心。

李庆章
海南拜博口腔医院种植中心副院

长李庆章，平时是医院最早上班、最晚
下班的人。只要没有患者在诊室，李庆
章都会到大门口等患者。一方面是利
用有效的时间，更多了解患者的病情，
同时也可以缓解患者看牙的紧张情绪。

在李庆章眼中，种植每一颗牙齿，
都像完成一个艺术品，必须要以工匠精
神，将“精雕细刻”做到与自然牙齿浑然
一体。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团队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有一处特殊

的科室——感染科。这个科室的医护
人员，每天看护的大多是肺结核、艾滋
病等各类感染性疾病的“特殊”患者。

为患者一点点处理溃烂的皮肤、忍
受恶臭为他们清洗身体、修剪指甲、处
理大小便……感染科的医护人员就像
照顾家人一般为他们提供悉心的呵护。

省三院的感染科还担负着琼南地
区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在非典、甲
型H1N1、手足口病等多次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的防治中圆满完成各项医疗任
务，而这背后是这个科室的医护人员付
出的艰辛和汗水。

（文字整理：李金波。以上人物或
团队介绍以当年获奖情况为准，人物故
事也以当年情况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