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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服务健康的行业楷模
——沙坪坝区全国和全市行业先进获奖者的故事

——记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沙坪坝区井口镇卫生院书记、院长杨强
创新：破旧立新化落后为先进

2010年3月，井口镇卫生院迎来了一位新

院长，他就是杨强。没有人预料道，他的到来竟

然让业务萎缩、人心不稳的井口镇卫生院从此焕

然一新。

呕心沥血、奋起实干的他硬是将门诊量刚刚

过百、住院量屈指可数、主治医师仅剩3人的衰

败局面，强力扭转成为门诊量、住院量翻番、医院

团队达到160人的繁华景象，医院也从区县排名

倒数的后进单位一举成为“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

卫生院”。

“医院管理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的执行，而在

于内在的创新，并且需要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突

破。”杨强道。

改造卫生院，扩大业务用房，提升硬件水平，

让百姓就医环境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

他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致力于为干部

职工搭建一个“引凤筑巢”的成长平台，鼓励他们

加强学习、学以致用。在他的努力下，医院近年

来引进高级职称3人，择优招聘32人，培养输送

院级领导6人，对口帮扶重庆市奉节县12位乡

镇卫生院院长来院挂职，培养了多位适用型、开

拓型卫生管理人才。

有付出，就有收获，而收获与付出对等，才能

留得住人才，激发出干劲。2008年，杨强积极引

入绩效管理理念，以病人为中心，兼顾“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为医院注入竞争机制，打破了一潭

死水的“大锅饭”局面，激发了全院干部职工干事

创业的热情，更高的工作效率，更好的医疗服务

为当地群众津津乐道。

在他的带领下，医院被评为“沙坪坝区文明

单位”、“沙坪坝区行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群

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先后代表沙坪坝区接受

了全国慢性病示范区、全国中医药服务示范区、

全国卫生应急示范区等验收均达标，接受了国家

级创卫暗访及技术评估，获得满意的成绩。

探索：让老有所养、老有康养
当前，随着老年人口的逐渐增加，独居老人

的安全问题、患病老人的护理难题成为了众多家

庭的锥心之痛。如何让老有所养，老有康养？

2011年，杨强率先在全市探索医养结合养

老服务模式，集“基本医院、公共卫生、托老服务”

为一体，为自理老人、介助老人、介护老人、特殊

老人推行居家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模式和机构养

老模式3种养老服务模式，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方面规范的健康管理

服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

杨强说：“创新是永恒的主题，是医院发展之

本，医院发展的同时还能解决当地家庭的养老问

题，医养结合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探索的惠民创新

举措。”

12月28日，井口镇卫生院医养结合部，今年

80岁的孙大蓉刚吃完饭，精神抖擞的她笑声爽

朗，步伐矫健。“我在这里已经住半年了，来之前

是独居，腿也不好。来到这边后，不用买菜做饭，

又有医生护士24小时照顾，还有老年朋友聊天，

吃得好耍的好心情也好，脚没有治疗慢慢就养好

了，我在这里住得非常开心。”

像孙大蓉这样的医养结合受益者在井口乃

至全国也越来越多。井口镇卫生院成功创建国

家级“敬老文明号”，杨强也荣获“重庆市敬老孝

亲模范人物”、“重庆好人”等称号，还应邀参加了

国家卫计委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医养结合”专家

研讨会，参与重庆市卫计委关于“医养结合”课题

研究、实施方案的拟定等工作，接待国家、市、区

及外省市等来院考察调研40余次，并在多地作

医养结合经验交流。

实干：真抓工作赢得百姓赞誉
12月1日，该院每周定期举行的同伴康复服

务迎来了市区县卫计委、精神卫生相关专家及领

导等共计80人的考察。通过唱歌、拼图、分享感

受等形式促进重度精神病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得

到了考察小组的肯定。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件与百姓健康息息

相关的重要事业，做实公共卫生服务是我们基层

卫生人员的责任和义务。”杨强说。

2017年，该院家庭医生式服务共签约8911

户，13060人；为居民建立纸质及电子健康档案，

实现2分钟内精准查档的高效服务。在杨强的

管理下，“集体巡诊制管理”和“一站式服务”模式

得到强化，实现“健康教育、重点人群管理、基本

医疗工作”3个前移和“预防与保健、治疗与康

复”2大整合的服务格局。

为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他深入基层走访调

研，完成了“健康口腔、幸福家庭”、“中医治未病”

等公共卫生项目课题研究。2011年，参与原卫

生部“医改监测专题调查”，为沙坪坝区、重庆市

乃至全国医改工作提供了现实依据。倡导建立

“移动式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室”、设立“健康导诊

包”、健全“联动式服务模式”和“居民健康信息

卡”等公共卫生服务。探索实践初级卫生保健

“卡片式”服务管理模式，建立“三制+五统+驻

村”镇村一体化管理模式，开创了“政府、群众、医

院”三方共赢的局面，以点带面，有力推进沙坪坝

区农村卫生“网底”建设，为区域健康民生做出了

重大贡献，百姓赠送的感谢锦旗就是对他工作的

最大肯定。

——记“中国好人（敬业奉献类）”、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卫生院院长杨晓
没有退路寻出路
打出漂亮“翻身仗”

歌乐山镇卫生院，坐落于国家级森林公园
旁，拥有员工96人，承载着歌乐山镇约6万多常
住人口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是歌乐山镇
百姓健康的守护站。

多年前，歌乐山镇卫生院因诸多因素的影
响，发展相对滞后，已经无法满足当地群众就医
需求，病人宁愿跑远路去山下看病，也不愿就近
前来就诊。

面对如此现状，杨晓没有退缩，他深知要想
赢得群众的信任，只能靠过硬的医疗技术和优质
的医疗服务，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考
核机制入手，积极推行以服务质量、病人满意度
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打破了持续多年的“大锅饭”
格局，大大提升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员工精神
面貌得以转变；面对设施简陋、人才紧缺的状况，
杨晓多方奔走，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上级医疗机
构的支持，坚持硬件软件建设“两手抓”，先后添
置全自动生化析仪、彩色B超、CR、数字化脑电
地形图、彩色多普勒、可视人流系统等适宜诊疗
设备，积极引进培养人才，优化服务，以真情实意
为百姓打造温馨医院，以真才实用为百姓健康保
驾护航。

医院的变化换来了百姓好口碑，前来就诊的
群众逐年增多，医院先后获得国家首批“群众满
意乡镇卫生院”、重庆市“示范化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重庆市星级示范化预防接种门诊”、“重庆
市卫生单位”等国家、市、区级荣誉30余项。

大家都说，这是歌乐山镇卫生院打的一场漂
亮的翻身仗。

学科建设重点抓
致力提供优质服务

秉承“仁德精医，传承创新”的院训精神，医
院积极开拓创新，目前已发展成设有综合科、中
医内科、康复理疗科、妇科、口腔科、公卫科等10
余个业务科室，4个一体化村卫生室的综合性医
疗机构。医院各科齐头并进，呈现出“百花齐放”
的良好局面。

杨晓尤注重发扬中医国粹，坚持中西医结
合，打造中医“品牌特色”科室，形成以内、外、妇、
儿、骨折手法复位、穴位封闭、推拿按摩、牵引、拔
罐、埋线、刮痧、针灸、小针刀、刃针、三伏（九）贴
等治疗方法为特色的中医药服务。积极做好名
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强化中医药师承教
育，形成了名老中医坐诊，后备力量充足的队伍
建设，深受群众信任与好评，许多其它区县患者
都慕名前来就诊，医院中医科还被评为沙区“基
层中医药示范单位”、“中医名科”。

杨晓扎根乡镇卫生院的多年间，与这里的乡
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常说：“病人需要的，
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竭尽所能为百姓提供优
质满意的医疗服务。”

带领团队共进步
把群众满意当作唯一追求

杨晓知道医院的长足发展立足于整个团队的
共同努力，他说，“一个人情味儿十足的“大家庭”，
方能转化为服务患者的温情动力，一方面，要让职
工工作得有尊严、有价值，才有干劲儿；另一方面，

要让职工看到有发展、有未来，才有冲劲。”设立职
工阅览室、文体活动室，引进人才，培育骨干，搭建
医疗、教学平台，使英雄有用武之地，实现人尽其
才，才为所用。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为
医院的突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常年来，杨晓都坚持7点钟到医院，然后四
处转一转、看一看。与一线人员一起，看到哪儿
忙不过来，杨晓就出现在哪儿，抬东西、扶病人、
指导群众就医，倾听群众就医心声，发现问题，不
断优化服务流程，让群众就医体验感不断攀升。

今年88岁的廖先芬居住在重庆市第三福利
院，一次偶然的机会，老人家由于冠心病发作送

入歌乐山镇卫生院救治，转危为安的她特意抓住
杨晓的手说“我以前是一名退休教师，最喜欢整
洁干净，本来一直对乡镇卫生院都有脏乱差的偏
见，没想到这里彻底颠覆了我的看法，有“三个没
想到”：一是没想到一个乡镇卫生院的环境如此
干净整洁，二是没想到这里的医生技术水平如此
之高，很快便控制了我的病情，三是没想到这里
的服务态度这么好，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每个人
都非常热情温和，真的让我非常满意！”

心中有梦，脚下路坚。杨晓一心把群众满意
当做唯一追求，他将继续带领歌乐山镇卫生院披
荆斩棘、勠力前行。

——记重庆市首届“最美医务工作者”、沙坪坝区中医院骨科副主任中医师杨昌国
妙手仁心
他是患者排队争抢的“名中医”

12月28日下午16点30分，沙坪坝区中医

院骨科杨昌国的办公室里依旧人来人往，患者大

排长队的景象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周一百余人、

平日七八十人的日门诊量就是杨昌国医术的最

好证明，“名中医”的美誉让远近周边的骨科患者

纷纷前来。

“医者仁心，以人为本”。从医35年来，他坚

持中医辨证论治，结合西医与时俱进，充分发挥

中药价廉效优的特点，杜绝过度检查和过度治

疗，让他得到了大量患者的信赖，甚至成为了他

们几十年的“指定医生”。

在办公室的众多患者里，今年74岁的郭成

芳就是杨昌国的“老熟人”之一。郭成芳曾经患

有膝膜炎，在杨昌国的治疗下，通过针灸、拔火罐

很快痊愈。“本来都已经治好了，哪知道前段时间

又摔了一跤，老年人都有骨质疏松的毛病，这一

摔就骨折了。在这边接骨，上个夹板一百多块

钱，打个石膏也才两百多块钱，相比于几万块的

开刀手术，真是实惠，也不用担心后遗症，适合老

年人，这么多年了，他的医术信得过，我还是选择

到他这来治疗。”郭成芳赞叹道。

“大医精诚。精，医术要精，诚，内心要诚，虽

然手术有利于增加医院收入，但老年人大多抵抗

力差，有些还心脏不好，若保守治疗才是最有利

于他们的选择，那我一定会坚持中医接骨，这才

是大医精诚之所在。”杨昌国说。

和郭成芳一样遭遇的还有一位仅出生7天

的婴儿。婴儿踝部骨骺骨折病踝关节脱位，多家

医院都建议“等长大后，再择期手术”，家属几经

转辗找到杨昌国。经过充分论证，杨昌国为其进

行了手法正骨、小夹板外固定，婴儿奇迹康复，其

医术得到北京专家的充分肯定。感激涕零的家

属为他送来一面锦旗：“七天婴儿遭骨折，重病难

医；一双妙手治痊愈，绝境逢生”。

每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动人故事。杨国昌

以精诚的大医风范书写着健康民生的华美篇章，

在他的努力下，更多的温馨故事正在不断上演。

穷究经典
他是业界称赞的“骨科圣手”

当前，中医发展迎来了春天。但业内仍然面

临着评价体系不适用、费时费力不赚钱的窘境，

杨昌国发自内心地感叹，“中医是民族的瑰宝，它

的价值不言而喻，但现在潜心研究中医的人已经

越来越少，如果想要真正在中医上学有所成，就

必须经得住寂寞，一心只管学中医，两耳不理繁

华事。”

杨昌国深爱各类中医经典，对《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等的反复研读为他打下了扎实的

中医药理论基础；35年工作经历为他积累了大

量临床实践经验；在这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理论

结合实践，并在实践中论证，逐步成为了中医骨

科的知名圣手。

临床诊治中，他充分运用中药汤剂、针灸、推

拿等综合治疗，在颈腰椎疾病的治疗上从脊柱、

骨盆、下肢整体论治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继承

本院杨升民老中医的经验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

验进行整理，主导研制“解毒散瘀软膏”、“壮骨蠲

痹软膏”、“速溶活血定痛药酒”以及“马钱子热熨

药包”等药物制剂和适宜技术，报市药监局审批

通过，使沿用了几十年的院内制剂有了合法身

份；在全市首先引进自粘贴敷膏药，一改过去脏

衣易干脱落之弊，干净保湿深透疗效更佳深受患

者好评；2014-2015年主持的科研项目“三仙健

膝方”也顺利结题并大量应用。

中医是一门学无止境的学科，只有一心为

民，终生学习，才能融会贯通。丰硕的成果，精深

的学术，良好的口碑，让杨国昌被评为“沙坪坝区

卫生系统医学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重庆市中医

医院专科（专病）技术骨干”，首届“沙坪坝区名中

医”。

传道授业
他是播撒华夏医学的“领头人”

千百年来，中医靠着师带徒，实现了医术仁

心的经典传承。如今，杨昌国也带着自己的徒

弟，王方均和游彦磊，白天，他们跟着师父在医院

进行实践操作，晚上，他们来到师父家中学习中

医理论，师父不仅提供免费的教学场地，还自掏

腰包为他们购买书籍，毫无保留地将毕生所学倾

囊相授。

同时，热爱中医的他，多年受聘成都中医学

院沙坪坝函授站、重庆市中药学校、重庆市卫生

学校及沙坪坝区卫生学校，担任中医经典著作、

医古文、中医方剂学、针灸推拿学、中医外伤科的

教学；作为沙坪坝区两届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活动的带教老师，先后为沙坪坝区培养年

轻医师10余人，其中多人成为了医院的骨干。

悬壶济世三十五载，大爱无言医术至精。杨

昌国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始终如一日，真心对

待每一位患者，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

创新开拓争先进 仁心实干惠人民

兴医为民 做好群众的健康守护人

辨证论治岐黄术 大医精诚百姓福

【人物检索：杨强，46 岁，沙坪
坝区井口镇卫生院书记、院长，副主
任医师，沙坪坝区第十二次党代会
代表、沙坪坝区井口镇第十九届人
民代表，重庆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
会代表，重庆市社区与农村卫生协
会副秘书长、专家委员会委员，重庆
市社区与农村卫生协会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联盟主席，获得“重庆市卫生
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乡
镇卫生院院长”、“重庆市先进工作
者”、“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
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人物检索：杨晓，歌乐山镇卫
生院院长，扎根乡镇卫生院 20 年，
先后任职水电工、门岗、收费员、办
公室主任、副院长、院长。他用 20
年的坚守与付出，打造了一所群众
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实现了由综合
排名靠后到名列前茅的大转变。先
后荣获“全国乡镇卫生院优秀院
长”、“中国好人（敬业奉献类）”、“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医疗质量管理先进个人”等荣誉
10余项。】

【人物检索：杨昌国，58岁，副
主任中医师，沙坪坝区第十七届人
大代表，重庆市中医药学会风湿病
专业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劳动力能
力鉴定专家，获得“沙坪坝区首届
名中医师带徒老师”，“沙坪坝区卫
生系统医学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重庆市中医医院专科（专病）技术
骨干”、首届“沙坪坝区名中医”、重
庆市首届“最美医务工作者”等多
项荣誉。】

杨晓在敬老院询问老人身体状况

杨强为百岁老人过生日

杨昌国为学生讲解中医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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