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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世杨擅长内科、妇科，20多

年来已发表论文20余篇。除学习

专业技术知识外，他还潜心研究

古典理论文献，例如《黄帝内经》、

《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神农本草经》、《备急千金要方》、

《本草纲目》、《名医类案》。他说，

中医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独特

之处在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

的整体观及辨证论治。中医认为，

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阴

阳两大类物质构成，阴阳二气相

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并时刻都

在运动与变化之中。在正常生理

状态下，两者处于一种动态的平

衡之中，一旦这种动态平衡受到

破坏，即呈现为病理状态。他就

是按照中医的疗法和规律给病人

纠正病理的。

韩世杨说，自己平均每天要

给数十位患者看病，最多一天能给

60多名患者看病。很多患者都

说：“他待人亲切，从不摆架子，视

病人如亲人。”

韩世杨对记者说：“治病救人

是我一生最大的乐趣，病人痊愈是

我最大的满足。”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普

通的岗位上，韩世杨背着一个小药

箱，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社区中，为

居民的身心健康默默地服务着、奉

献着……

随着三门峡“大旅游”战略的

实施，燕子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开发

建设不断快马加鞭。2012年，有

着多年丰富林业工作经验的李小红被委以

重任——到川口林场工作最为繁忙的柿子

园林区任主任。

2002年，川口林场在柿子园、圩子坪、

红皮河三个林区基础上建立河南燕子山省

级森林公园，2006年底晋升为国家级森林

公园。2010年，森林公园对外招商引资成

功，和灵宝“经济能人”包有民签订共同开发

经营合同。

公园的多数基础设施建在柿子园林区。

柿子园林区既要保证公园旅游资源的安全，

又要配合好旅游开发公司对森林公园的开发

建设工作，还要完成林业生态项目建设任务。

基于“对林业资源的最大保护就是合理

开发”的观念，李小红大力支持公园建设，从

公园规划、道路扩建到景点建设，他都积极

帮助出点子、想办法，并协调好公园的用水、

用电难题，甚至腾出办公场所给公园用。

今年“五一”期间，经过两年开发建设的

燕子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园营业，游客最多时

一天达到3000人，如今每天都有数百人畅

游燕子山。

“看到一批又一批游客登临燕子山，我

们林业工人都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对我们

一代又一代林业人多年造林护林成果的最

大褒扬！旅游开发圆了我们林业人的中国

梦！”川口林场场长闫邦泽说。

韩世杨

老百姓的“家庭医生”

今年50岁的韩世杨，是商丘市梁园区
长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韩世杨的
祖上从1867年就开始从医，1985年大学
毕业后，韩世杨也开始了从医生涯，这一干
就是28年。他28年如一日呵护百姓健康，
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被誉为老百
姓的“家庭医生”。近日，河南日报农村版记
者慕名来到长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访了
韩世杨。

□本报记者 侯博 通讯员 单保良 韩际东 杨睿楠
父子俩“筑梦”燕子山

近段时间，燕子山旅游热
遍中原大地，而燕子山国家森
林公园就位于国有灵宝川口
林场。森林覆盖率达92%的
川口林场是河南省大中型林
场之一，集调节气候、涵养水
源、防止水土流失等作用于一
身。今年51岁的李小红，从
18岁起就在这里工作，修过林
间路，采伐过林木，植遍满山
树，还当过护林员，做过炊事
员，守过瞭望台，从一名农民
工到林场正式工，再到林区主
任。两年前，他的二儿子大学
毕业后，子承父业也成为一名
护林临时工。

李小红是栾川县冷水乡人。

1980年，刚刚18岁的他高中毕业

后，怀着“找口饭吃”的梦想，随民

工队来到灵宝川口林场，每天的主要工作

是修建从川口林场老场部（目前的柿子园

林区）至燕子山的伐木道路。筑路运土、开

山炸石、打眼放炮，他样样在行。

半年后，李小红成为柿子园林区的一

名伐木工人，身份还是农民工。民工队天

明即起，天黑才回，每日在大山密林中穿

行，人工拉锯将一棵棵直径30厘米左右

的大树锯倒，再裁成2米或4米的长度，

抬扛着运到路边装上汽车拉出大山。一

人一天大概能伐运一方木材，得到一两元

钱的报酬。

“那时从栾川到灵宝的客车票才三块

零五分钱，咱年轻，又不怕出力，一天能挣

那么多钱，高兴得不得了！”李小红说，“但

是，伐木有很大风险，树倒时躲避不及会

砸住人，斧头方向掌握不好会砍住人，木

锯弹起锯齿会割住人，运木头时滑倒会砸

住人，脚下踩空会掉沟里，装车不小心时会

轧住手……”

后来，李小红来到福地林区、寺河林区

植树造林。“每栽一棵树，能挣三分钱，一天

能栽一二百棵树，三年内我共栽了上万棵

油松，当年我栽的树苗现在都长成直径14

厘米左右的大树了。”

民工们还有一个不领工钱的义务——

轮流翻山越岭到洛宁县的上戈乡购买并背

回粮食，那里的粮食相对便宜。

修路、伐木、植树，从1980年到1986

年，李小红反复做着这样的工作。

1986年，“干活舍得卖力气”的李小红

被录用为让人羡慕的正式工——川口林场

老场部职工食堂的一名炊事员。林场四五

十名工人的饭菜，都由他一个人做，这一干

又是8年。

李小红还未成年时，母亲就因

病离世了，他很早就挑起了家庭重

担，种地、做饭，样样会干，日子久

了，还练就了一门好厨艺。

林场职工们每天回场的时间不统一，深

知林业工作辛苦的李小红为了不让职工们

饿肚子，每日里起早摸黑、加班加点，保证职

工们啥时候回来都有饭吃。

那时候，林场职工的生活水平、工资待

遇都很低。为了改善职工生活，他在林间空

地种了不少蔬菜，还每年饲养两头生猪，年

底屠宰了大家一起过年。

做饭用的米面油等，要下山到川口粮店购

买，租用农民的骡马驮运上山。遇到雨雪天，需

在食物上加盖塑料布遮雨。8年的厨师工作，

李小红在泥泞的道路上不知摔倒了多少次。

在做饭之余，李小红挤出时间自学了林

业政策、法规和林业基础知识，为后来的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94年，川口林场实行“竞争上岗、择优

录用”的用人机制，炊事员李小红脱颖而出，被

任命为川口林场森林资源最好，但工作生活条

件最差、防火任务最重的圩子坪林区主任。

当时，面积达3.5万亩的圩子坪林区交

通极为不便，进山靠走，通讯没有，电力不

足，旱天无水吃，雨季行路难。8间茅草房

和5间土坯房中，仅有4间不漏雨。遇到大

雪封山，需趟过没膝的积雪步行十几公里到

山下的村子里采购生活用品。

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差并没有让李小红

畏惧，他坚持每天巡山查林，走遍了林区的每

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每一片林地，对每个林

班的地理位置、面积、林木种类都熟记于心。

在海拔1497米的燕子山主峰上，有一

座由圩子坪林区管理的火情瞭望台，每年冬

春季节的森林防火期都需要24小时值守瞭

望，但这里无水、无电、孤独、寒冷。与守望

者相伴的除了几支蜡烛、一个手电筒、一部

收音机外，就是耳边呼啸的风声。每次轮到

李小红值班，他绝不空手去，总要给工友们

背点水、背些煤、背些干粮。

后来，林场经济条件逐渐好转，圩子坪林

区的茅草房、土坯房被改造成砖木结构的瓦房。

在这样艰苦的林区，李小红一干就是14

年。这14年内，林区没有发生过一次火灾。

2009年，李小红调任川口林

场卫家磨林区主任。面积2.66万

亩的卫家磨林区与卢氏、灵宝两地

11个自然村及耕地相互交错，荒山造林与

护林防火任务十分繁重。

在任3年间，李小红带领人员造林1万

余亩，完成中幼林抚育工程1.2万余亩，拆建

林区职工办公住房18间，极大改善了林区

职工的居住环境和办公条件。

此间，三门峡城市引水工程选定卫家磨

水库的水源。植树造林、涵养水源、保护好三

门峡市的“水缸”，成为李小红的另一大任务。

李小红的妻子远在栾川老家，夫妻常年

分居。林业工人不过节假日和星期天，“以

林为业，以场为家”的李小红只能抽空回家

看看，家里的一切都靠年迈的父亲和妻子在

苦苦支撑着。“干林业工作这30多年来，我

感觉最亏欠的就是父亲和妻儿。”李小红说。

1998年，李小红将爱人的户口迁移到

灵宝市尹庄镇农村，虽然夫妻距离近了点，

但工作性质使他依旧难以抽出时间下山与

妻子、儿子见上一面。

李小红对林业工作的特殊感情，深深感

染着二儿子李武科。李武科考大学时，特意

报考了河南科技大学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两年前，李武科毕业后到川口林场上班，工

种是护林员，身份是临时工。由于林区工作

艰苦，别人好不容易给他介绍的两个对象都

吹了。尽管如此，他仍坚信自己走林业道路

的选择。

在商丘市梁园区卫生系统，韩

世杨是百姓口中的名人、好人。

有人说，韩世杨的名誉是靠两

条腿走出来的。他总是把精湛的

医术施展在患者家中，奉献在辖区

病人的床头。

采访中，记者看到韩世杨不时

接到患者的来电。他经常肩背药

箱穿行在辖区的9个社区里，为近

5万人提供医疗服务。病人的电

话对于他来说就是出征的命令，他

为辖区居民提供健康检查、开展健

康知识讲座和义诊活动，为病人提

供健康知识咨询等。28年来，就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走了多少路。

长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尤培华告诉记者，韩世杨送医进家

庭会做好五项点服务：一是为居民

建立健康档案，二是对慢性病调查

走访，三是宣传健康知识，四是建

立“家庭病床”，五是定期对病人开

展回访。

“我是来为你们进行健康体检

的，根据健康档案电子信息，你们

需要进行次健康检查了。”采访当

天，记者跟随韩世杨走进商都小区

的一户居民家，这里住着郭桂荣老

两口。郭桂荣告诉记者，韩医生定

期免费为他们老两口测量血压、把

脉问诊，老两口早已韩医生当亲人

看待，这已经是韩世杨今年第六次

来他们家做健康检查了。

韩世杨的祖上从1867年就

开始从医，1985年大学毕业后，韩

世杨怀揣着先人传承下来的“宝

贵财富”，开始了从医生涯，这一干

就是28年。

2009年，梁园区成立了长征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韩世杨担任

副主任，从那时起他暗自发誓，一

定要干出名堂，让更多的患者摆

脱疾病的困扰。

韩世杨告诉记者：“医生是神

圣、受人尊敬的职业，我要服务好

乡亲和病人，能为病人减少点痛

苦，是我的最大愿望。”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刮

风下雨，不论严寒酷暑，韩世杨

的口袋里总是装着小手电、棉

签、笔记本等“战备武器”。翻开

韩世杨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病

人的诊断记录，这些病人，有五

年前的，有十年前的，还有二十

年前的，都是些疑难杂症。用韩

世杨的话说，这就是积累经验，

总结教训。

高尚医德精湛医术赢得尊重

最大愿望是能为病人减少痛苦

靠着两条腿走出来的“家庭医生”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王旭国 文/图

李小红、李武科

从炊事员到业务中层

护林父子兵

“筑梦”燕子山

从农民工到正式工

李小红李小红、、李武科父子俩共同的梦想就是绿化大山李武科父子俩共同的梦想就是绿化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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