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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北京密云世济医院院长
杨秀齐，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她
是一名从小售货员干起来的企业
管理者。 1993年， 她从国营企业
辞职下海， 先后多次创业， 涉猎
多个行业， 到如今成为密云知名
非营利一级综合医院的院长， 几
经波折的创业过程， 让杨秀齐在
奋斗中迅速成长， 也让她在收获
中学会感恩。 “长期从事社会公
益活动， 是我回馈社会的一种方
式。” 杨秀齐把这份责任与担当，
称为分内之事。

放弃“铁饭碗”
只身下海创业

1982年， 刚刚参加工作的杨
秀齐在密云供销社系统内做财务
工作， 可这份令人羡慕的 “铁饭
碗”， 却让杨秀齐觉得 “食之无
味”。 “年轻的人总要怀揣梦想，
当时的我也渴望更广阔的舞台 ，
来展现自己的才华。” 杨秀齐回
忆， 1993年， 她毅然决然地辞职
“下海”， 这也成为她职业发展中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凭借不错的商业头脑和创业
时机， 在1993年到2002年的这段
时间里， 杨秀齐先后涉猎了服装
销售和矿产生产等多个行业， 为
自己积累了很多创业经验。 杨秀
齐说： “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
我懂得了要不断学习， 要抓住机
遇， 要奋勇前行。”

2002年， 在第一次放开社会
资本进入零售药店行业的大环境
下， 杨秀齐看到了更广阔的舞台
和希望， “可能是家族里从医者
颇多的缘故， 我对医疗行业有着
特别的亲近感和熟悉感。” 于是，
在2003年年初， 杨秀齐放弃了其
他创业成果， 孤注一掷地开起了
第一家零售药店。

“卖药与卖其他的商品并不
相同 ， 所售商品是要治病救人
的 ， 即便是一门零售行业的生
意， 从业者也要保持着一份 ‘医
者仁心’。” 杨秀齐告诉记者， 那
段时间， 她不断跑业务， 进购良
心药 、 放心药 ， 把药店开进社
区， 服务基层老百姓。 在事业不
断壮大的过程， 她拥有了自己的
招牌———“百草普安堂”。

“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让
我在筑梦路上也颇有成就， 几年
间， 我先后开了7家药店， 还相
继建起了诊所， 把医疗卫生服务
带到老百姓身边 。” 说起创业 ，
杨秀齐满眼自豪与骄傲。

顺应时代发展
原地成功转型

不可否认的是 ， 时代的发
展， 给予了创业者更多的机会和
挑战，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所
从事的行业， 就会发现下一步更

广阔的舞台和天地。 杨秀齐说，
后来， 她顺应社会发展趋势， 收
缩药店门店， 建起了 “门诊部”，
因为老百姓的需求， 在迫使药店
转型。

当然， 同样需要转型的还有
杨秀齐自己 。 在建设门诊部之
初， 杨秀齐便意识到自己需要不
断的学习， 需要用更加专业的知
识武装自己。 “虽然在进入到医
药行业之后， 我已经学习了很多
药学知识， 但学习和成长， 永远
都是创业者不可或缺的臂膀 。”
杨秀齐告诉记者， 2004年， 她学
习了中药学 ， 并考取了医药中
专， 2007年， 她又开始学习社区
医学， 全面了解医疗行业。

众所周知， 医学的专业程度
之高， 对于一个完全不懂的 “门
外汉” 来说， 学起来非常难。 杨
秀齐常常熬夜看书， 抽空做题，
甚至2009年还尝试去考 “职业助
理医师” 从业资格证， 虽然没有
成功考取， 但那20多天的学习过

程却让她收获极大， 同时也掌握
了很多临床知识。

“系统的学习是一个迅速成
长的阶梯， 从药店到门诊部的转
型， 也让我看到了行业的发展与
前景。” 杨秀齐说， 2013年 ， 在
所有人都觉得她已经成功， 不必
再折腾的时候， 杨秀齐决定投资
建设现在的 “密云世济医院”。

功成回馈社会
安放“医者仁心”

“当时很多人都劝我， 说建
医院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
杨秀齐说， “我当然知道这不简
单， 但看到1000多平方米的门诊
部每天挤满了人， 看到康复的患
者将一面面带着故事的锦旗送
来 ， 我都觉得有一份责任在身
上。” 或许这就是 “医者仁心”，
杨秀齐希望建设一个更加现代化
的医疗服务机构， 为更多的老百
姓提供医疗服务。

如今， 营业面积4000多平方
米的北京密云世济医院就屹立在
那里， 拥有70张病床和最先进、
现代化的医疗设备， 每天能为无
数病患提供医疗服务。 但没有人
知道， 在医院的建设过程中， 杨
秀齐几乎每天都盯在工地上， 跑
各种手续， 改各种建设方案， 甚
至在建成之后 ， 不断完善和修
改， 才呈现出医院如今的样子。

如果说， 初涉一个行业需要
勇气和坚强， 那么在一个行业里
不断探索发展， 就需要睿智与担
当。 世济医院建成之后， 杨秀齐
也承担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首
先， 他们承担檀营的公共医疗卫
生服务职能， 并组建医护专业医
疗队 ， 走遍密云区 18个乡镇 ，
300多个村， 服务人数超过了8万
人次。

随即， 杨秀齐积极响应密云
区委、 区政府的号召， 重点加强
医养结合。 与26家养老院签订协
议， 送医送药上门， 提供定期为
老人免费诊疗、 免费车接车送服
务， 建立健康档案。

2018年起， 世济医院还与密
云区总工会合作服务辖区职工，
开展 “一减一免” 工会服务。 提
供办健康证费用减少30%， 医保
就诊免医事服务费的服务 、 同
时 ， 开展 “走出去 ， 请进来 ”
工会服务。 为密云开发区企业提
供妇科健康咨询、 诊疗服务， 并
邀请病患女工到医院进行检查和
治疗， 并对困难会员给予经济上
的帮扶。

此外， 杨秀齐在医院里开设
“暖心驿站 ”。 为快递员 、 协管
员、 环卫工等户外工作人员提供
就餐、 饮水、 如厕、 休息等多方
面服务。 “这些服务让更多的职
工体会到工会 ‘家’ 的温馨， 体
现人文关怀 ， 也让密云更有温
度。” 杨秀齐说。

深度参与社会服务与精准扶
贫工作， 杨秀齐带领世济医院认
真完成民营企业应该履职的社会
责任， 同时， 也让其赢得了更广
泛的社会认可与赞誉。 据统计，
世济医院建院五年来， 他们已为
超过20万人次提供医疗服务， 外
出义诊超过600班次。

“身为一名女性， 有人说我
太拼命了， 但创业哪有不拼的，
在逐梦的路上， 又哪有什么性别
之分。” 杨秀齐始终相信， 每一
个奋斗的逐梦者， 都配得上最耀
眼的徽章。 她也希望每一个追梦
人都能够勇敢坚强， 每一份付出
都得到回报； 希望看似弱小的女
性； 同样绽放夺目的光芒， 更希
望闪亮的每个人可以勇敢担当，
照亮和温暖身边更多的逐梦人。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北京密云世济医院院长杨秀齐：

创业成就个人梦 功成回馈社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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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首钢矿业公司地勘院地质研究所项目经理范志伟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首矿地勘“角斗士”

立足基层、 扎根野外， 他在
广阔的大地上探求更多的未知领
域； 求真务实、 勇创一流， 他为
企业发展提供可靠的矿产资源。
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 首钢矿业
公司地勘院地质研究所项目经理
范志伟的工作环境， 总是免不了
“脸朝黄土背朝天”。

2013年7月 ， 范志伟进入首
钢地质勘查院， 来到地质研究所
内蒙古区调项目组工作。 区调项
目涉及岩石学、地层学、矿床学、
古生物学、构造学、地球化学、岩
石年代学等地质学科，是一项综
合性比较强的项目。 由于有扎实
的理论功底， 同时在工作中踏实
肯干， 范志伟很快就成为了项目
组的技术骨干， 并将在研究生时
期自己总结归纳的新的填图方法
和填图理念带进了项目组。

为按时保质完成任务， 范志
伟白天出野外记录各种地质要
素， 晚上回来后整理资料， 查阅

相关书籍来解决白天遇到的各种
疑难杂症 。 他过着 “朝六晚十
二” 的生活， 每天睡眠时间不足
六小时。 项目组的同志经常问他
累不累， 他总说自己很喜欢这种
充实的工作状态 ， 不断学习 、
“充电” 成长， 让自己 “电力十
足”。 此外， 范志伟还经常主动

和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讨论项目中
碰到的地质问题， 悉心听取前辈
的见解。 时间长了， 大家也喜欢
将自己碰到的难题与范志伟分
享， 而他更是乐此不疲地想法子
去解决。 在一般人看似枯燥无味
的工作生活中， 范志伟却找到了
乐趣。

2014年7月的一天 ， 范志伟
与同事完成野外作业准备返回驻
地时， 与司机失去了联系。 茫茫
戈壁， 荒无人烟， 天色渐晚， 又
下起了蒙蒙细雨， 同事们都十分
焦虑 ， 却又手足无措 。 一行人
中， 年纪最小的范志伟显得十分
镇定， 他拿出地图， 略微思索后
指着远方的高山对其他同事说：
“那是四周海拔最高的山， 我们
去那里试试看能不能联系到司
机。” 范志伟带着一行人翻山越
岭， 历经1个多小时终于抵达山
顶并与司机取得联系。 原来， 司
机路经沙漠地带时遭遇陷车导致
无法继续行驶。 范志伟向司机问
取具体坐标后， 带领同事去与司
机汇合。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挖 、
垫、 推、 拉， 终于使车脱离 “窘

地”， 而那时已是凌晨1点多。 归
途中， 大家饥肠辘辘， 范志伟从
包里拿出午饭吃剩下的压缩饼干
分给大家， 并说： “我们搞地质
的不仅要干好专业， 还要学会野
外生存的本领， 要保证永远不喝
完最后一口水、 不吃完最后一口
干粮。”

2015年9月 ， 为迎接内蒙古
区调项目最终野外验收， 范志伟
再次驾车去野外逐点位进行验
证， 清晰记录了通往各个点位的
驾车路线， 确保每个地质体之间
的接触关系都能在野外有据可
寻。 验收结束后， 范志伟利用闲
暇时间， 根据自己对内蒙古区调
野外及实验的综合认识， 撰写发
表了 《小黄山蛇绿岩带的岩石组
合及其构造意义》 等多篇论文。

2016年3月 ， 初为人父的范
志伟放弃了与妻儿日日相守的生
活， 依然服从组织安排， 飞赴秘
鲁， 接任地质勘查院地质研究所
驻秘鲁分公司法人代表及项目经
理 ， 全面负责境外项目管理工
作。 到秘鲁后， 由于语言障碍，
范志伟的很多工作都无法顺心施

展 。 在 困 难 面 前 ， 范 志 伟 以
“5+2” “白+黑” 的工作模式要
求自己， 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
每天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西班牙
语， 除了基本的日常用语外， 还
要学习有关地质、 钻探、 财务等
方面的专业用语。 功夫不负有心
人， 不到半年， 范志伟就可以用
西班牙语与秘鲁当地员工进行交
流，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由于勘探工作任务重、 工期
紧， 范志伟为了按期高效完成工
作， 一直坚守在地质勘查的第一
线， 两年多的时间里， 他回国探
亲时间总共不到3个月。 当铜矿
一期勘探工程结束后， 在秘鲁连
续奋战了17个月的范志伟回国探
亲时， 儿子竟然叫了他一声 “叔
叔”， 铁一般的 “地质人” 心头
一酸， 泪花不禁涌出眼眶。

截至2018年9月，范志伟完成
勘探工作量约45000米，而新一轮
的秘鲁铁矿勘探工程又随即启
动。 再次离开故土的范志伟耳畔
回荡着孩子的哭声， 迈着坚定的
脚步， 再次踏上了飞往秘鲁的飞
机， 奔向了地质勘查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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