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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冤今年 50岁的黄清是保亭什吉村村民遥 说到即
将从破旧的平顶房搬进别墅袁他乐得合不拢嘴遥 据
了解袁预计今年年底袁什吉村 46户原住民将搬进
新家袁住进美丽乡村遥

高清介绍袁此前袁什吉村村容村貌差袁乱搭乱
建严重袁如今公司进来之后袁给村民建起了整齐划
一的别墅袁村民不用出一分钱遥 他家一家三口袁将
住上宽敞的两层别墅遥

据了解袁 北京探戈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3年便开始着手本村的开发工作袁 立足以乡村
振兴项目实施精准扶贫遥 借助保亭县三道镇优势
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品牌袁打造野魔幻谷景区冶袁以美
丽乡村建设为抓手袁 改善什吉村村庄环境和村民
生活服务水平遥
什吉村作为保亭探戈坞魔幻谷旅游区的门户

位置袁是景区的先期建设项目遥开发初期袁以公司垣
合作社垣农户的模式合作开发遥 农户以土地入股袁
每户居民除了得到土地租金之外袁 还将免费拥有
一栋别墅遥此外袁公司还对本村低保户尧老年人尧残
疾人尧孤儿的低收入人群给予补助遥
项目中期袁 公司将与什吉村共同合作开发民

宿客栈袁给本村村民提供 40个就业岗位袁人均年
工资尧加年土地租金尧生产收入尧民宿客栈红利袁预
计年人均收入将达到 3.5万元左右遥 项目后期袁预
计 2026年后袁魔幻谷景区进入经营旺期袁将实现
村民 70豫就业袁全村人均收入将达到最高顶峰袁实
现全村奔小康的幸福局面遥

无论是同事还是患者眼中袁李
文霞都是一个很野暖冶的人遥

野李主任心地善良袁和蔼可亲袁
在我们科住院过的病人和家属对她
评价都很高袁 记得有一次病人情况
危急袁抢救完毕后已经是半夜了袁本
来这个时候值班医师和护士定期关
注病人情况就可以了袁 但李主任放
心不下袁 也留在科室时不时去病房
门口瞄一眼心电监护仪袁 直到病人
生命体征平稳了才回家袁 创三甲的
时候工作多任务重袁 主任也经常陪
着大家一起加班袁 还自己掏腰包点

外卖请大家吃袁 我现在还记得那时
吃到热乎乎饭菜的满足感袁 想起来
都还觉得心里暖暖的遥 冶内分泌科护
理师李霜说遥
受到表彰后袁 李文霞表示将再

接再厉袁 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做坚
定理想信念的模范尧 勤奋劳动的模
范尧增进团结的模范袁努力在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勇当先锋尧
做好表率袁以野功成不必在我冶的精
神境界和野功成必定有我冶的历史担
当袁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尧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努力奋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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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糖尿病患者得到全方位健
康指导袁李文霞还牵头组建了一支由
多学科联合组成的糖尿病教育队伍遥
除了在培养学科梯队方面不遗余力
以外袁李文霞也没有放松对自我的提
升袁近年来袁她积极参加各种专业培
训及省级尧国家级尧国际级学术会议袁
学习国内外各种指南规范和最新进
展袁以保持知识不断更新袁紧贴学术
前沿遥近两年袁李文霞在国内知名期
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已经达到十余
篇袁 在院内新开展的新技术尧 新项
目有胰岛素泵使用等袁 在省内地市
级医院中均居于领先水平袁 她最新
的一项科研课题更是通过了省科技
厅鉴定袁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袁她还
有两项科研课题获省卫生厅立项袁
均处于结题阶段遥

2018年袁 因医院申请国家级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评审需要袁李

文霞在院领导的指示下再次组建了
全科医学科袁并严格按照标准去规范
和完善每一个环节和细则袁她的努力
最终得到了国家专家的认可袁使全科
医学科初步通过了国家级规培基地
的预评估袁为儋州市人民医院申请国
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遥

野她经常跟我们说要多学习袁加
强自己的业务能力袁每次指导我们的
时候都是毫无保留袁 在她的鼓励下袁
我们不少人都逐渐去参加一些病历
演讲尧技能比赛之类的活动袁个人能
力也得到了全面提升袁 在她的带领
下袁 我们科已经成为省级重点专科袁
科室对病人的整体诊疗水平上了一
个很大的台阶袁使我们整个科室的人
受到了更多患者和家属的尊重袁我们
都非常感谢她浴 冶内分泌科主治医师
黎珊珊说遥

不忘初心 悬壶济世大医精诚
儋州市人民医院李文霞获野海南先进工作者冶荣誉称号

野景区+农户冶浴 野农民+员工冶浴 海南槟榔谷斥资 600万打造惠农街

赞！贫困户摘掉“穷帽”当了老板

景区免费给摊位贫困户当老板

槟榔谷景区的惠农街位于景区出口处袁 有 130
个摊位袁是游客出景区的必经之路遥 在人们的概念
里袁景区的商品大多是价格高昂遥而恰恰相反袁槟榔
谷景区的惠民街袁因为商户都是免租进场袁大大降
低了成本袁 因此这里出售的商品不光质量过关袁而
且物美价廉遥
来自甘什下村的黄小梅在惠农街经营有方袁逐

渐扩大规模袁已经拥有了 4个摊位袁还雇了村民帮
她做销售人员遥说起自己的创业之路袁她满脸自豪遥
以前的她是贫困户袁家里全靠务农为生袁一年下来
产出只够吃饭袁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没有遥 5年前袁有
了这项惠民政策袁她得到了免费的摊位袁家里开始
有了转机遥 野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三四百尧淡季的时
候卖两三百冶袁黄小梅说袁目前她负责顾着摊位的销
售工作袁她老公则在家打理果地尧采货袁夫妻两人全
身心扑在摊位上遥 目前摊位上在售的水果品种多
样袁其中她自家种的有莲雾尧菠萝蜜尧小米蕉等遥 她
对政府和景区的照顾袁尤为感激遥

投入 600多万元打造惠农街

据槟榔谷景区行政总监朱子华介
绍袁 村民们对惠农街的参与积极性很
高袁景区除了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摊位之
外袁还专门安排 4位工作人员全职管理
惠农街的大小事务袁同时还有保洁维护
公共区域卫生环境遥 因惠农街的价格优
惠袁游客满意度很高遥

为了保证公平袁景区想过很多方法
让村民们满意袁其中采用定时抽签的方
式袁 使得村民们的摊位可以轮换位置遥
此外袁今年为了规范管理袁景区专门将
品类进行了划分袁分为水果区尧工艺品
区尧烧烤区遥 同时袁景区按照 5A级景区
的管理标准要求村民们规范化经营袁力
求做到让游客满意遥

据了解袁2013至 2016年间袁槟榔谷
景区累计投入 600多万元袁打造一条拥
有 130个商铺的野惠农街冶袁并把商铺全

部无偿提供给村民自主经营农副产品遥
村民通过野景区+农户冶尧野农民+员工冶的
经营模式袁年均创收可达 6万元遥 此外袁
景区的发展带动周边农户从事餐饮尧住
宿等第三产业袁目前在景区及周边野吃上
旅游饭冶的从业人员达 1500人渊其中属
于景区员工 1200人袁经营商铺人员 300
人冤袁共接纳属于野建档立卡冶贫困户员工
63人遥

通过政策扶持和景区带动袁逐渐改
变了当地村民野等靠要冶思想袁进一步激
发村民发展的内生动力袁极大地提高了
村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袁让村民们
享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实际利益和野获
得感冶袁彻底摘掉野穷帽子冶遥 与此同时袁
村民们为了回报景区袁形成了争当景区
环境保护者和守护者的良好风气遥

作风严谨尧一丝不苟尧精益求精尧
勤奋务实尧 乐于进取噎噎这些标签贴
在李文霞身上一点都不为过遥

自 2010年以人才引进到儋州市
人民医院工作后袁 李文霞严格认真带
教尧尽职尽责袁在行医过程中袁始终严
格依法依规行医尧廉洁行医袁一心一意
为患者服务袁严格执行国家卫计委野九
不准冶曰强化服务理念袁切实将以人为
本袁以病人为中心袁以质量为核心的服
务宗旨渗透到医疗服务的各个环节
中袁把病人满意作为第一标准遥在与患
者接触时袁 主动帮助患者解决就诊遇
到中的各种困难袁 让患者感受到热情
周到的服务和医护人员的关心体贴遥

2016 年 10月袁因医院野创三甲冶
工作的需要袁 李文霞主动请缨奔赴省
级医院内分泌科进修学习袁回医院后袁

立即着手成立了琼西地区首家独立成
科的集医疗尧教学尧科研为一体的特色
专科内分泌科遥 为了使学科团队更系
统尧更规范尧更全面尧更具临床思维地
了解内分泌疾病及代谢性疾病的基本
知识尧 常见病及多发病诊治和内分泌
疾病相关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规范袁
李文霞多次组织学科团队进行培训袁
并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言传身教袁同
时也注重对不同人才结构因材施教遥
在李文霞的努力下袁 内分泌科的

医护力量日渐强大袁 逐步掌握了内分
泌疾病诊治思维及专业护理方法袁目
前在糖尿病强化治疗尧甲状腺疾病尧甲
状旁腺疾病及垂体尧肾上腺疾病尧骨质
疏松症尧 甲状腺结节诊治方面已具备
较强的实力袁科室成立后袁糖尿病相关
急危重症及各种内分泌危象患者的抢

救成功率几近 100%袁在科室全体人员
的辛勤工作及努力付出下袁2017年共
收治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患者 1500
余例袁其中急危重症约 50余例袁在海
南省同级别医院中名列前茅遥

野作为一名科室管理者袁我认为高
质量尧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是病人尧家属
及社会对耶医务工作者满意度爷评价的
一项重要指标遥因此袁我始终把强化医
疗质量尧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尧打造过硬
技术品牌作为提高群众满意度的一个
重要抓手袁 坚持严格落实医院的各项
规章制度袁并定期自查袁找出问题袁采
取措施从而加以改进遥作为医务人员袁
为患者服务袁既是责任袁也是义务袁不
管是提高医疗质量还是服务质量袁我
们的初心和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让每一
位就诊的患者满意遥 冶李文霞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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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邦京 通讯员 廖理英 周圣涛
摄影报道冤 12月 24日袁海南省第七次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海
口召开袁 表彰近 5年来在全省各行各
业中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遥 大会上袁儋州市有 5人受表彰袁其
中有 4人荣获海南省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袁而儋州市人民医院渊儋州市农垦医
院冤的李文霞袁则荣获海南省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遥 此次表彰袁是为进一步激
励全省劳动人民以先进为标杆尧 以模
范为榜样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尧特区精
神和椰树精神袁 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火热实践袁 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凝聚强大力量遥

让每一位患者满意初心

评价 同事眼中的她很“暖”

业务 牵头组建糖尿病教育队伍

46户村民
不花一分钱
住上别墅

保亭
什吉村
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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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博 摄影报道 冤不用出一分钱袁就可以
得到景区的摊位袁 自家种的水果直接拿到
摊位出售遥这不是梦袁而是海南槟榔谷黎苗
文化旅游区周边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