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4月13日 星期一 编辑：高倩倩 组版：马秀霞今 日 高 铁 <<<< 人物·励志 G09

千佛山医院副院长徐民———

踏踏实实前前行行的的逐逐梦梦人人
班上的佼佼者

考入名牌医学院

春风和煦，阳光静好，初见
徐民，是在这个春日的午后，位
于济南市经十路上的山东省千
佛山医院内，人来人往却井然
有序，刚刚吐新芽的杨柳枝，向
人们传递着健康的祝福。徐民
说“今天不忙”，可采访间隙，他
的办公室陆续来了五六拨人，
还没算上接连打进来的电话，
时间或长或短，都和工作相关，
原来，徐民的“不忙”是相对的。

“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没什么大故事。”徐民的开场白
低调又谦逊。1970年，他出生在
铁道游击队的故乡——— 枣庄的
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虽然生活
过得清苦，但父母觉得不管多
累多苦都要供孩子上学，小学
阶段的徐民便表现出超人的聪
明才智，“现在想想好像没怎么
学习，也不怎么写作业，考试时
成绩反倒不错。”徐民说，这可
能得益于自己上课认真听讲。

小学、初中的学习对他来
说都很轻松，中考那年，徐民所
在的学校组织了20名学生提前
考枣庄三中(当时的省属重点
中学)，只考中了三人，徐民榜
上有名。知道录取结果时才4月
份，到9月份开学还有小半年的
时间，徐民还是照例背着书包
去上学，没有考学负担的他可
以在课堂上看小说，“那时近视
眼，听别人说戴老花镜可以防
治近视，我从家里找来老花镜，
申请坐到教室最后一排，开始
看各种武侠小说。”徐民说，想
想也挺有趣。

高中三年，学业和生活都
是按部就班地进行，高考填报
志愿时，徐民在家人的建议下
填报了同济医科大学，这所学
校每年只在山东招收20名医学
类学生，徐民如愿被录取，和医
学、医院的缘分也是从此开始
的。

临床兼医院管理

练就复合型人才

1988年的开学季，徐民在
父亲的陪同下到位于武汉的同
济医科大学报到。徐民只记得

那是自己第二次坐火车，车上
人很多很挤，18个小时的车程
很遥远。“刚到武汉，人生地不
熟，觉得日子慢得出奇。”随着
身边老乡、同学的增多，徐民慢
慢适应了大学生活的节奏，“武
汉是个大都市，可玩可看的地
方也很多。”

“临床医学的课程涉及很
全面，内、外、妇、儿科等知识都
要涉及，医学类课程内容主要
以背诵为主，课程安排都很紧
凑。”徐民说，还记得第一次夜
间去解剖室，看着解剖室里的
尸体标本，再加上室外的犬吠
声，真是毛骨悚然，“去得多了
自然就习惯了，学医的人都要
经历这个过程。”

大学阶段，徐民开始到洪
湖市人民医院实习，对临床医
学有了更多认识。假期回家时，
也总会有老乡向他咨询病情，

“我都是根据课本上的知识给
老乡解答，既小有成就感，却也
很忐忑，生怕自己说错了。”徐
民说。

那时，关于医院职业化管
理的课题探讨慢慢显现，学校
在综合考虑下，开设了卫生事
业管理专业，徐民的专业方向
也适时调整了，既了解临床医
学的知识，又对管理有相应了
解，他俨然符合“复合型人才”
的标准。

大四毕业季，徐民和大多
数同学一样，面临考研和就业
的双重选择，当年想读临床医
学七年制的他以几分之差未能
如愿，他想考研试一试，不料世
事弄人，还是以微弱的偏差错
过了研究生录取。

“那时大学毕业，可以等着
分配，也可以自己找工作，分配
的话一般就是哪里来的再分到
哪里去。”徐民说，他做了两手
准备，被分配至枣庄市立医院
的他也收到了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伸出的橄榄枝，“这一晃20多
年过去了。”

工作之余不忘学习

引进人才苦下功夫

徐民报到时，正赶上千佛
山医院创三甲医院，他被分配
到创三甲办公室，整整材料跑
跑腿，善于学习的他借此对医

院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我也向医院提过申请，想去搞
临床，可当时医院办公室比较
缺人，我又被派去了办公室。”
徐民说。

兢兢业业工作的同时，徐
民一直没放弃学习。1995年，省
卫生厅选拔优秀人才参加卫生
部组织的外语培训，徐民入选
后到北京学习了一年的日语。
1996年的日语等级考试，他就
顺利考取了二级，给自己一年
的日语学习交上了满意答卷。

“工作之后，系统学习的机会比
较少，一定要把握好。”徐民说，
当时一个人在济南，也必须通
过学习来提高、改善自己。

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徐
民在干部选拔时被越级提拔，
被聘任为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
科科长，虽然工作事务繁忙，但
他从来没放弃学习，学完日语
后也想出去看看。2001年，他申
请了省县友好交流项目，经笔
试、面试合格后，到日本和歌山
县交流、研修，去学习日本在医
院管理和医疗保险方面的先进
经验。

回国后，徐民被聘任为人
事处处长。“人事处是个比较重
要的部门，不只是人才变动、发
发工资这么简单。”徐民说，那
时，他尝试引入事业部制，实行
扁平化管理，在如何形成有效
机制，引进人才、调动人才积极
性方面下了功夫，在职称聘任
等方面也有新的探索，“保证

‘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至
少保证有能力的人能有上升渠
道。”

那几年，正是医院基础较
薄弱的时候，为了引进优秀的
人才资源，徐民曾四五次奔赴
四川、广州等地，邀请医学博士
回院工作。“请回来，还得留得
住，生活、工作各个方面都要照
顾好，平时也要多和他们沟通、
交流。”徐民说，自己做好后勤
服务保障，引进的人才才能后
顾无忧地做好本职工作。如今，
他当年引进的多位医生都是医
院的中流砥柱。

汶川地震支援前线

医院建设创新模式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

震的消息传来，牵动着大家的
神经。身为院长助理和办公室
主任的徐民带领一支23人的青
年志愿者医疗队到达震区，在
余震不断的废墟上开展救援。

“找不到组织也没人管，白天吃
饭就是方便面、矿泉水，晚上睡
觉就是两个人挤一个帐篷。”徐
民说，既要组织救援，又要保障
志愿者们的安全，“那时就觉
得，人活着不容易，活着的时候
就得好好活着。”

2010年10月份，经全院范
围内的推荐、投票，徐民当选为
千佛山医院副院长，分管行政、
后勤、基建等多项工作，“事务
挺杂，压力也很大。”

2014年9月19日，千佛山医
院新建的内科病房楼正式投
用，大大缓解了病床紧张、停车
困难的局面，更给前来就医的
人们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大楼
建成期间的酸甜苦辣却只有徐
民和他的团队感受最深。“2011
年下半年开始跑各种手续，从
2012年6月16日动工，到2014年
9月19日投用，这两年零三个月
的日子不好过啊。”徐民说，一
个连鸡窝都没盖过的人来负责
来建一栋大楼，他当时心里真
没底。

内科病房楼建设的两年多
工期里，徐民成了一名“包工
头”，每天安全帽、运动鞋，一身
土一身泥地盯在工地上。“每天
早晨8点半，雷打不动地召集建
筑方开会，调度工期，看这大楼
就像看自己孩子似的。”徐民
说，有时出差两三天，不管多晚
回来都要到工地上看看，只有
这样才踏实。

大楼建设过程中，徐民学
习、创新的精神又一次合理利
用，他引入了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通过数字信息仿
真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
息，省时省力，既降低了成本，
也缩短了工期，这在全国医院
建设中是首家。2014年底的医
院年度总结会上，内科病房楼
建设荣获“特别贡献奖”。

今年2月11日，千佛山医院
儿科诊疗基地暨医技手术中心
楼奠基，这是徐民负责的第二
栋大楼建设，如今的他不像当
年那般忐忑，“最起码心里有底
了。”

多年的职业敏感让徐民每天
都处在工作的紧张状态，急性子
的他容不得工作有一点拖沓和马
虎，他也在反思，是不是把工作状
态带到了生活中。

“好像不大会生活，全是工
作。”徐民说，因为工作繁忙，答应
孩子的事情有时也实现不了，“觉
得还没怎么管孩子呢，他就长大
了。”如今，工作之余，徐民也尝试
学习生活，尽力多抽出时间陪家
人。

因为分管基建、信息等工作，
徐民会侧重看相关书籍，“做不到
精通，也要有所了解，不能说外行
话。”徐民说，有时也会到健身房
锻炼身体。

“老太太以前没坐过飞机，我
就特意抽出时间陪她试飞了一
把——— 去北京逛了一圈。”徐民
说，也会带着父母去看电影，“在
他们的记忆中，看电影还是当年
的那种呢，看完之后觉得挺好。”

工作忙归忙，徐民已经开始
尝试转变，“时间挤挤总是有的，
要多陪家人，多享受生活。”

相关链接

一直忙于工作

开始学习生活

没有华丽的语言，也没有刻
意的修饰，和徐民的对话平铺直
叙、侃侃而来，没有惊天动地的故
事，也不是轰轰烈烈的事迹，记者
听到最多的词语是“踏实”，或许
正是这种平淡和顺其自然，让人
能从看上去很平凡的他身上品出
不凡。

记者：您觉得是什么成就了
今天的你呢？

徐民：人品好，踏实。(笑)要
对自己负责，对工作负责，唯有
此，才能长久。不要过分苛求太
多，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了，该来
的自然会来。

记者：有没有觉得走不下去
的时候？

徐民：初接触工程建设，纷杂
多变，内科病房楼建设过程中，有
时就觉得进行不下去了，一说上
班就头疼。大楼分南北两栋，南楼
建到两三层时，北楼挖坑过程中
遇到大裂缝，经专家初步论证后
说“此处不适合盖高层”，我当时
一听就懵了，大家都期待着大楼
建成呢，前期投入也进入了，不能
盖高层可怎么办？我饭都没吃，就
到办公室召集开会，找来专家进
一步论证，直到有一位专家说有
解决方案，我才放松下来，真有起
死回生的感觉，这事儿过后，就觉
得遇到问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记者：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走过的这些年，你会想到什么？

徐民：我就是很普通的一个
人，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

记者：对年轻人有没有好建
议？

徐民：年轻人还是要有目标
有规划。相对来说，现在大家的发
展平台和机会都是均等的，要有
想法有激情，但不能好高骛远。

对话

不苛求不多想

踏实走好每一步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徐民带队到绵阳市兴旺镇下村巡诊。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小时候的他，没怎么学习却总是班里的佼佼者，他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
高考都顺利考入名牌学校，他的求学路在考研时绊了一脚，但丝毫没影响逐梦的脚步；
学临床、学医院管理、学日语、去进修，他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名“复合型人才”；对待工作，
他兢兢业业，对待生活，却有些后知后觉，如今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他也能用厚重的积
累得心应手地应对。

他说，他对工作和生活都没有规划。在他看来，做好当下不苛求，便能走出最好
的路。他是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副院长——— 徐民。

本报记者 高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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