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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出名医
抗疫急先锋

王磊，男，中共党员，福山区臧家庄中心卫生
院业务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工作至今已29年，
2010年、2016年分别受到栖霞市委、市政府嘉
奖，2016年9月被评为全省“健康教育先进工作
者”，2019年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知识竞赛
获得一等奖。

自1991年参加工作至今，他一直坚持在外
科临床一线工作，经过多年的临床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了提升自身技
术水平，他先后在青岛市肛肠医院和栖霞市人
民医院普外科进修学习。他能够独立承担起
肛肠外科的诊断与治疗工作，在对痔、瘘、裂
患者治疗尤其是三期混合痔PPH手术治疗
上，填补了卫生院在此项手术技术项目上
的空白。开展手术至今，他已为620余名
患者进行了手术治疗。他带领卫生院共
开展普外科、泌尿外科、骨外科手术1100
余台，在为卫生院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的同时，也在当地百姓口中赢得了良好
的口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主要负
责高速路卡口、发热门诊、预检分诊的
人员安排、体温监测及院感防控等工作
和值守人员防护物品保障、车辆人员排
查登记及参与疫情防控一线疫区返乡
人员居家隔离及流调工作。此次疫情防
控期间臧家庄高速路卡口共监测过往车
辆1.3万余辆，监测人员1.9万余人。在
他和卫生院领导的带领下，该院医务人员
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他们在为辖区居民
的生命与健康保驾护航的过程中，无一人
感染新冠肺炎。

开创基层普外先河
打造微创品牌医院

姜旭波，男，47岁，中共党员。从事基层工作
25年，现任海阳市辛安中心卫生院院长、普外科
副主任医师。先后十余次获得海阳市委、市政府
嘉奖及三等功奖励；2006年度被评为海阳市十
佳医护人员；多次荣获海阳市卫健委党委授予的
优秀副院长称号。发表国家级论文3篇，省级论
文2篇。曾任烟台市院感委员会委员，现任烟台
市外科心功能委员会委员。2000年他在烟台毓
璜顶医院进修学习普通外科专业一年，归院后积
极配合上级医师，通过请帮带方式，开创了基层
普外方面手术的先河，为海阳市徐家店中心卫生
院普外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6年到辛安中
心卫生院任副院长期间，他大胆探索，打造了一
支外科专业手术团队，年手术量超过200台、零
手术事故与差错，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普遍认
可。2014年，姜旭波调任海阳市东村街道中心
卫生院业务副院长，同年6月-12月在山东省立
医院进修普外科专业，期间参加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腹腔镜专业培训并取得微创技术合格证书。

学成归院后经与院方积极协调沟通，引进了
腹腔镜手术设备，成功开展腹腔镜胆囊切除、阑
尾切除等手术。他积极参与院方管理，规范医疗
执业行为，全院业务水平尤其是普外科领域的诊
疗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东村街道中
心卫生院特色微创外科在众多的二级医院中独
占一隅。

作为一名经历过“非典”洗礼的卫生人，他深
知疫情就是命令。疫情期间，他不仅负责疫情全
面防控工作，统筹协调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还和
医务人员一同奔赴高速路口、跨海大桥路口等检
查点，在寒风中坚守岗位。他说：“作为一名医
生，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走在群众的
前面，克服任何困难，才能确保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

战“疫”先锋
“疫”马当先

柳国良，男，44岁，中共党员。现任烟台经济
技术开发区八角医院院长，主治医师。从事基层
临床一线工作22年。曾获开发区“敬老文明先
进个人”、开发区工委管委个人三等功、开发区卫
计局“先进个人”、“2020年度烟台好人”等荣誉
称号。

他一直从事临床一线工作，热情接待每一位
患者。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病人需要救
治，他都能及时到场。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八
角敬老院探望老人，为老人免费看病送药，老人们
都养成了习惯，哪个周末没有见到他都急着打听。

2000年，八角辖区还没有专业的机构治疗
骨科疾病，辖区居民要到很远地方才能做治疗。

他立足临床专业，结合工作经验，创
建了八角医院骨外科和手术
室。至今已完成骨科、妇
科、外科等手术2500
多例，被辖区居民
亲 切 地 称 为

“ 柳 一
刀 ” 。
2014
年 ，
柳

国
良
担 任
八角医院
副 院 长 职
务，创建了康复
医学科。用中医
诊疗理念结合西医技
术，为辖区半失能居民带来
了专业有效的治疗。

2020年2月4日，八角医院确定
改造为开发区定点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任
务一下达，柳国良火速执行。仅用3天就完成了
隔离病房改建；仅用10天就建成了开发区版的

“火神山”发热门诊。政府采购的CT、B超、移动
DR、全自动血凝分析仪等设备一收到就立刻调
试投入使用，充分保证了发热门诊工作顺利进
行，为开发区抗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韩国疫情爆发，医院的隔离病房内住满了发
热患者。为了及时掌握患者健康情况，柳国良穿
上防护服24小时守在隔离病房。因航班原因，
发热患者经常要凌晨入院，他从来没有一句怨
言，只是默默地工作。同事们劝他休息一会儿，
他却总说：“只有把患者安顿好了，我才能踏实睡
觉。”

勇往直前
不负韶华

崔松刚，男，42岁，中共党员，主治中医师，现
任莱州市柞村镇卫生院院长。他始终扎根在莱州
市南部山区医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24年。先后
获得莱州市政府嘉奖3次、烟台市“药品监测工作
先进个人”“疾病防控先进个人”“优秀公卫服务工
作者”莱州市“群众满意干部”“优秀住院医师”等
荣誉称号。他运用中医药知识应对基层常见病、
多发病、慢性病、疑难病，工作中突出中医特色，使
各项中医适宜技术在当地得到有效推广。

多年来，他爱岗敬业、履职尽责、乐于奉献、
敢于担当，先后成功抢救危急重症患者40余人，
用精湛医术为辖区居民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2016年，医院规划建设国医堂，他亲自坐诊，开
展各种中医特色治疗方法，打造中医颈肩腰腿疼
特色专科。经过4年多的艰苦创业，烟台、潍坊、
平度等地患者慕名而来。该院国医堂年门诊量
3500人次，年住院病人300余人，患者赠送匾额
锦旗20余面，成为柞村镇卫生院的金色招牌。

在基层行医数年，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面对凶险疫情，他勇

往 直
前，无怨无悔，不负

韶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第一时
间组织全院职工开展疫情知识培训，制定工作方
案和应急方案，开展医疗救助、卡口值勤、随访等
工作。他以院为家，白衣执甲，身先士卒，始终战
斗在抗疫第一线，隔离随访疫区返回人员472
人。青岛疫情发生后，他坚守岗位6天6夜，圆满
完成705人次的核酸采样任务。

仁心仁术
只为患者康复

石富乐，男，54岁，中共党员，主治医师，现任
龙口市东江街道卫生院副院长。1990年毕业于
山东医科大学，同年被安排到东江街道卫生院工
作至今。他工作作风朴实、严谨务实、责任心强，
曾多次被评为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龙口市
十佳医生”“优秀共产党员”。

石富乐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工作中始终坚持
不断学习，刻苦钻研业务技术，积极参加相关业
务知识培训，定期培训和指导东江镇辖区的乡村
医生，为基层的医疗服务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
性病防治做出了贡献，由于他本人的努力及日常
工作中耐心细致、和蔼可亲的言行，处处设身处
地为病人着想，在当地已小有名气，许多病人口
口相传，慕名而来。

在长期的工作中，石富乐能够严格坚守职业
操守，以“医病医身医心，忘名忘利忘我”为准则，
乐做老百姓的贴心人和健康守护神。他坚持以
病人为中心的原则，为病人提供价廉、质优高效
的医疗服务，不开大处方，不收病人财物，为广大
医务工作者树立了廉洁行医的榜样，为创建服务
好、质量好、医德好、群众满意的医院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东江街道
卫生院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通知，要求尽快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石富乐主动放弃假期，积
极到医院参加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他认真学习了新冠肺炎相关
知识和个人防护措施等知

识，积极开展全院职工
及乡医的培训，筹

备防控物资，保
证抗疫一线人

员的自身安
全。他主

动报名
参加
火

车
站

抗 疫
的 一

线防控工
作，并完成

与火车站、交
通局、应急局等

部门的协调分工，积
极配合各部门的工作，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
了贡献。

冲在一线
理想践行者

郭波，男，44岁，中共党员，副主任医师，现任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扎根基层从事医疗卫生事业25年。他时刻把病
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以一位普通基层医务工作者
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理想与人生价值。曾
连续多年在全区机关岗位责任制考核中成绩突
出，先后11年被牟平区委、区政府给予“嘉奖”、

“记三等功”，2015年被授予“牟平区健康关爱能
人”，2018年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3
年被评为“省级优秀医保医师”，2020年被烟台
市卫健委授予“烟台基层名医”荣誉称号。

自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先后在四家基
层医院工作，这些地方的患者，见证着他的工作
历程，起早贪黑，深入病房，关心病人，总结经验；
克服基层困难，开展阑尾、疝气修补、胃大部切
除、骨科等手术；积极开展艾灸、针灸、温针等中
医诊疗项目；采取聘请专家来院讲课、临床带教、
定期坐诊的模式，开展了针刀、埋线等诊疗项
目。每年平均门诊病人5600 余人次，累计门诊
病人 140000 余人次，诊断准确率达98%以上，
治愈好转率达90%以上，受到了广大患者的高度
好评。

今年1月份新冠肺炎疫情袭来，面对未知的
考验，他没有退缩，不顾风雪严寒，坚持冲在抗疫
第一线，不分白天黑夜，奔走在外来人口排查、高
速路口执勤、隔离酒店值班的每个岗位，为了千
家万户百姓的安康，坚守着这份逆行者的守护。

疫情就是命令
党员就是急先锋

初扬春，男，中共党员，副主任医师，基层工
作20余年，现任蓬莱区第二人民医院业务副院
长。任职期间，先后在《中国实用医药》《临床医
药文献杂志》等杂志发表论文4篇，其中《消化性

溃疡并发消化道出血的相关影响因素探讨》的科
研项目，获得蓬莱市2014年度科技进步奖叁等
奖；结合专业特点成立了蓬莱市第二人民医院

“胃肠镜中心”、编制了《蓬莱市第二人民医院质
量与安全通讯》、带领全院职工于2019年5月顺
利通过“二级综合乙等医院”等级评审。

作为医院健康扶贫工作负责人，面对蓬莱区
“1/3”的贫困人口，他既要解决广大患者的疾病
之苦，又要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可谓“工作量
极大”。他成立6个“健康扶贫督导组”，亲自带
队，投入大量精力逐村逐户走访，为他们解读政
策、送医送药，确保健康扶贫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去年腊月二十九，刚接回在毓璜顶医院做完
“晶状体置换手术”的妻子，他就义无反顾地投身
到抗疫工作中：成立预检分诊、组织防护演练、修
订发热患者就诊流程……每件事他都亲力亲
为。他冲锋在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卡口执勤、义务献血、积极应战……连续四十多
天在医院战疫一线定措施、抓落实、担使命，带领
全院职工“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医疗工作”，
用责任书写初心，用行动诠释医者使命。

坚守初心
服务基层

张立成,男, 48岁, 中共党员,现任招
远市夏甸镇新村卫生院院长,内科副主任医
师，基层任职26年。他于2004年1月、2009
年1月被招远市委、市政府授予三等功奖励
两次。因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
出，他于2020年 3月11日受到中共招远市
委、市政府通报表扬。

自参加工作以来,他一直扎根基层,服务
群众,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心,良好的职业
道德,严谨的工作态度,时刻把老百姓的生命安
全放在首位。

2019年以来,医院成立8个家庭医生签约团
队。他作为签约团队长之一，亲自带领签约团队
成员走村入户,与分管的8个村的居民签署《家庭
医生协议书》1800余人次,并及时为签约服务对
象履约践约。定期到扶贫人员家中面对面随访,
进行政策讲解,疾病防治,健康教育等宣讲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临危不惧,科学谋
划,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制定本单位疫情防控应
急预案和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分工，严
格按照操作规范和流程开展疫情防控。组织全
员进行多次培训和应急演练。作为一名基层医
务人员,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牢记使
命，冲锋在前。疫情发生后，连续50多天值守在
岗,带头参与外地、外籍返乡人员流行病学调查
和居家隔离人员随访工作,以及公路卡口执勤、
体温检测等工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
党员的初心使命和一名基层医生的责任担当。

恪尽职守
勇于担当

宋宪琴，女，烟台凤凰台医院医养结合科主
任，副主任医师，从事内科医疗工作34年。她始
终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己任，尽职尽责，无私
奉献，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人生
价值。2016年她被评为芝罘区最美女医务工作
者，被芝罘区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2019年
被评为“首届烟台基层名医”。

她工作精益求精、坚持学习更新知识，多次
到上级医院进修，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多次
为医院医务人员授课；她无私带教后辈，毫无保
留地将自己的工作经验传授给年轻医师，使他们
的技术得到提高；她尊重关爱患者，查房时，嘘寒
问暖，有时遇到患者便溺而护工刚好不在，她毫
不犹豫地给患者更换，在她的带领下，科室医务
人员不论是谁遇到这样情况，都会主动为患者做
这样最基础的工作；她勇挑重担，2012年，医院
成立了烟台市首家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机构
——凤凰台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她在没
有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带领科室人员以高度
的爱心、责任心给予入住的全失能、半失能卧床
老人精心的治疗护理和生活照料。

基层医院全科门诊患者类型复杂，来势汹汹
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医院门诊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和风险。她主动请缨到门诊一线工作，认真筛查
不明原因发热及呼吸道感染病人，不遗漏一个可
疑病人。她加强疫情期间科室的封闭式管理和
预检分诊工作，对科室人员做好每一版诊疗方案
和院感防控知识培训，加强监督检查，确保疫情
防控工作有力落实。YMG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

首届20名“烟台基层名医”部分优秀医务工作者风采展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 通讯员
刘丽 摄影报道）“杏林春暖沐朝霞，绿叶扶疏绽百
花”。在广大医务工作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
年工作在基层医疗机构，在为群众进行常见病、多发
病诊疗的同时，还承担着开展健康教育、传染病防
治、慢性病管理、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他
们贴近居民，是帮助居民增加医疗卫生知识，提高自

我保健能力的主力军。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他们敢于担当、冲锋在前，为我市人民铸牢了疫情防
控的第一道防线。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
地的业绩，以厚朴的医德医风守护着人民的生命和
健康。

基层医疗机构的社会责任是艰巨的，基层医
生的社会贡献是光荣的。为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

务能力，我市启动了“烟台基层名医”选拔工作，并
于2019年通过推荐选拔,评选出了首届20名“烟
台基层名医”。旨在让优秀的基层医生得到社会
广泛认可，让美好的品德得以世代传承。

今天，就请让我们一睹他们的风采，他们
是：宋宪琴 芝罘区凤凰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骏彩 芝罘区黄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

向英 福山区门楼镇卫生院；王玲 莱山区莱山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郭波 牟平区文化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柳国良 开发区八角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姜晓梅 蓬莱市村里集中心卫生
院；初扬春 蓬莱市大辛店中心卫生院；石富乐
龙口市东江街道卫生院；冯春霞 龙口市经济开
发区医院；张林林 莱州市郭家店中心卫生院；

崔松刚 莱州市柞村镇卫生院；许志华 莱州市
城港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立成 招远市
夏甸镇新村卫生院；秦燕 招远市大秦家卫生
院；王磊 福山区臧家庄中心卫生院；王华伟 莱
阳市高格庄卫生院；王永松 莱阳市河洛卫生
院；姜旭波 海阳市辛安中心卫生院；王文 海阳
市凤城街道卫生院。

扎根基层服务百姓 敢于担当冲锋在前
首届20名“烟台基层名医”评出

图片说明：1.芝罘区的宋宪琴。
2.招远市的张立成。
3.海阳市的姜旭波。
4.龙口市的石富乐。
5.开发区的柳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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