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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勇

王宗平

路光明

桑桂兰

■田勇 茌平县第二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田勇同志在外科工作以来，坚持

以身作则，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参加

单位组织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坚

决抵制“四风”，积极拥护并认真贯彻

党和国家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各

项方针、政策。认真领会理论精神，立

足于本职，立足于社会，为群众提供

医疗保健服务。他热爱本职工作，时

刻牢记职业赋予自己的职责，有严

谨务实的态度，不怕吃苦。工作中，

高标准、严要求，有大局意识，主动、

积极承担各项任务。他工作中严谨

求实，兢兢业业，以饱满的工作热

情，扎实的工作作风，优异的工作成

绩得到领导、同事以及服务群众的一

致好评。

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对工作认真负责，廉洁行医、爱

岗敬业、恪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

严格按“九不准”的要求从业。长期工

作在服务群众的一线，他不怕苦，不

怕累。他爱岗敬业，严格遵守职业道

德和职业纪律，自觉抵制各种不正当

之风。积极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

事、解难事，主动提供高效便捷的服

务，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自

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努力为群众做

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曾经多次个人

为病人垫付治疗款，急症手术常常工

作到深夜。

在外科工作19年来，为了提高技

术水平，先后在济南军区总医院、解

放军第89医院进修学习骨科，多次参

加省、市级医师培训及骨科学术交流

会。进修归来后，开展多项新技术、新

项目。多项骨科技术应用在 茌平县

第二人民医院为首次，断指再植术是

全市最早开展手术的医院之一，足背

动脉逆行皮瓣转移修复拇趾骨外露、

胸脐皮瓣修复全手皮肤缺损均为全

县首例，填补茌平县该手术方式的空

白。

参加工作以来，在积极工作同

时，不断钻研业务，总结经验。先后在

《中国骨伤杂志》、《中国骨与关节损

伤杂志》、《实用骨科杂志》、《中国社

区杂志》、《中国误诊学杂志》等发表

论文10篇，参编《实用骨科临床诊疗

学》专著一部。多次被评为茌平县卫

生先进工作者，聊城市卫生系统“两

好一满意”示范标兵，聊城市青年科

技奖，山东省修复与重建外科委员会

学组委员。

该同志长期工作在医疗第一线，

尽职尽责，努力完成上级部门组织的

各项活动，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宗平 茌平县第三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王宗平，山东省茌平县冯屯镇
人，中医副主任医师，茌平县政协委
员，本科学历，毕业于滨州医学院，
1989年8月至2013年4月在茌平县杜郎
口中心卫生院工作，2013年4月至今在
茌平县第三人民医院工作。

王宗平同志认真学习中医基础
理论，刻苦钻研业务，工作中不断加
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严格要求自
己，积极参加各种业务竞赛，严格执
行医疗操作规程，能正确运用中医的

“理、法、方、药”对常见病、多发病进
行辩证施治，能熟练掌握急症及疑难
病症的抢救及治疗技术。近几年，尤
其对慢性胃病、慢性心律失常、风湿
类风湿性关节炎、顽固性头痛、冠心
病、心肌梗塞、脑中风、周围血管病、
经前期紧张综合症及不孕不育症的
治疗，效果满意。解除了病人的痛苦，
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提高了患者生存
率及生活质量。工作中指导实习医师
及进修医师学习，为他们讲授《内
经》、《伤寒论》、《温病学》、《中医基础
理论》、《中药学》、《方剂学》及《针灸
学》，累计1000多学时。二十年如一日，
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治愈疑
难病症900余人次，抢救危重病人1000

余人次，成功率达到80%以上。每年接
诊病人5000余人次，起到了学科带头
人的作用。该同志尽职尽责，全心全
意，急病人所急，帮病人所需。在临床

实践中，树立了良好的医德医风，在
“得”与“失”之间把握自己。近二十年
来，送走了一批批病人，用爱心赢得
了病人的认可，用诚心换取了病人的
信任。

在专业领域上，王宗平同志近几
年，在省级以上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10余篇，发明专利2项、科技成果1项，
主编著作2本，得到了同仁的好评。

王宗平同志将“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视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将“尽职
尽责，全心全意”视为自己的目标和
要求。在工作中，以病人为中心，以质
量为核心，急病人之所急，帮病人之
所需，树立了良好的医德医风。近二
十多年来，送走了一批批病人，用爱
心赢得了病人的认可，用诚心换取了
病人的信任。由于工作出色，2009年5

月被山东省卫生厅授予“全省基层工
作先进个人(并记三等功)”荣誉称号；
2010年3月被聊城市卫生局授予“全
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0年6月被茌平县委授予“优秀共
产党员”荣誉称号；2011年10月被全
国诚信医院重点推广组委会评为“全
国诚信医院优秀管理者”荣誉称号；
2012年元月被市卫生局授予“全市优
秀院长”荣誉称号；2013年11月被聊
城市卫生局、聊城市人才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授予“聊城市基层名中医”荣
誉称号。

■路光明 茌平县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

路光明，现任茌平县妇幼保健
院妇产科副主任，主治医师。1 9 9 0

年，路光明毕业后，她一直在茌平县
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工作，从基层一
般医疗卫生岗位做起，2 4年来始终
坚持工作在医疗卫生系统一线，以
优质的服务态度、高尚的医德医风、
精湛的医疗技术对待每一位病人，
赢得了病人的一致好评。

该同志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作
为一名妇产科主治医师，路光明每天
的生活很简单，两点一线，从家到医
院，从医院回家。每天早上一上班，
她都会到病房看望病人，一句轻声问
候：“晚上睡得好吗？”拉开了她一天
的工作序幕。看完住院病人，回到办
公室，又有许多门诊病人来找她看
病。检查、诊断、治疗……面对各种
病人的询问，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解
释，保证医患间的良好沟通。

她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她认真
钻研业务，上班带着问题、疑问走进
病房，下班抓紧时间翻阅资料，了解
国内外新的医疗技术，以便更好地
为病人排忧解难。平时她总结经验，
用自己的爱心托起了新的生命，诠
释了“关爱妇幼、呵护生命”的宗旨，
至今先后发表国家级论文4篇，发明
实用新型专利2项。

在业务上她精益求精，一丝不

苟。在技术上她刻苦钻研业务，积极
开展新项目。2 0 0 5年在全市八个县
市妇幼保健院开展了首例无痛人流
手术，至今接诊病人手术 1 6 2 2 8人
次。2 0 0 6年首次开展了新生儿抚触
按摩技术，收到了广泛的社会效益，
并成功抢救产后出血病人16例。

严于律己，恪守医德。她多次
被评为卫生系统先进个人、三八红
旗手等。但她总觉得做得还不够，
距先进标准还很远，并以此不断鞭
挞自己。近十余年来，病人送锦旗、
表扬信多封。“不分贫富贵贱、善待
每一位病人。”这是她一贯的做人
准则。日常医疗活动中，她总是一
视同仁，认真为病人着想，仔细检
查，在检查、治疗及用药上能使用
简单的、便宜的就不用复杂的、昂
贵的，根据病情规范开药、合理检
查。

从医2 0多年，她视母婴的生命
高于一切，她始终“以病人为中心，
以质量为核心”的服务宗旨，一切为
病人的健康而努力。多少年如一日，
她不知放弃了多少个休息日，对工
作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她把病人
的需要看得重于一切，随时等候病
人的呼唤，创造一个个生命奇迹，为
妇幼保健事业蓬勃发展奉献自己，
做群众满意的健康卫士。

■桑桂兰 茌平县结核病防治所主管护师

桑桂兰1986年7月参加工作，于
1992年调入茌平县结核病防治所。
十几年如一日工作在结防工作的
第一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受到
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在工作中，
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模范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法
规和各项规章制度。求证务实清
廉，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深入学习党的
政策，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严于律己，团结协
作，圆满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该同志热爱疾病控制工作，以
身作则，勇于创新，兢兢业业。领导
全体职工，发扬“自我加压，再上台
阶”的精神，坚持“内强素质，外树
形象，热情服务”的方针，历年来都
获得预防或治疗的双丰收。被茌平
县委县政府评为结核病防治工作
先进单位。

结核病是一种传染性强，疗程
长的慢性疾病。患者大部分在农
村，为让广大农民了解结核病的防
治知识。茌平县结防所按照上级要
求，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活动主题，
制订宣传活动方案，通过公共场所
张贴宣传画、发放宣传资料、健康
咨询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
活动，提高宣传的深度和广度，积
极宣传全球基金耐多药结核病防
治工作和拓展结核病诊疗政策试
点项目，为方便广大群众了解更多

的结防知识。走遍全县的所有乡
镇 ，督 导 、访 视 结 核 病 人 ，利 用

“3 . 24”世界结核病防治全县电视台
进行宣传，使全县人民的防范意识
有了大大提高，也充分体现了社会
制度的优越性和全心全意为人民
的宗旨。

在工作中，她不断加强自身的
学习。2005-2007年参加了全省结核
病防治所长培训学习。2005年10月
和2007年11月参加了中国防痨协会
全国学术大会。2009年参加山东省

《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
南》培训班。2010到2012同时参加了
结核病知识的培训。通过理论知识
的学习和工作实践的有机结合，对
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有了更新的
认识，防治工作水平有了更大提
高。

十几年来先后和同志们一起
为全县人民近40万人查体，查出并
治愈了3000多人肺结核病，治愈率
达8 8%以上。圆满的完成了各项任
务。通过几年的工作经验的总结，
先后在国家 .省等杂志发表大量论
文。2006年被授予全国结核病防治
工作先进个人。2008、2012年分别被
评为全省结核病防治先进个人。
2 0 0 9年荣获全市先进女职工工作
者。2011年当选为山东省防痨协会
第二届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2008

到2013年连续被评为茌平县卫生系
统先进个人和巾帼建功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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