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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人

女企业家跨界医疗行业造福妇儿

利落的短发，爽快的性格，杨小倩

看上去是一名高冷商界女精英， 却做

着一份充满柔情的工作———经营一所

民营妇产医院， 专注于为中外精英家

庭提供高品质妇产和新生儿科医疗服

务。事实上，她曾经有着令人艳羡的国

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却转身投

身商海。 如今，她深耕妇产医疗行业，

志在为广大妇女儿童提供优质服务。

两次“跳槽”挑战自我

杨小倩毕业于会计专业。毕业后，

她顺理成章成为一名会计师， 并加入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

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任职高级审计师。

这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 但久

而久之缺乏挑战。 经过深思熟虑， 杨

小倩离开事务所投身企业。 在板业、

房地产业行业的财务岗位工作一段时

间后， 2014 年她再一次离开舒适区，

加入初创型公司参与创业， 也就是现

在的广州爱博恩妇产医院。 “朋友们

都说我有点冲动， 事实上我会为了挑

战自我而斩断后路向前冲。 我就是想

看看除了财务， 我还能做什么。” 杨

小倩说。

严于律己创业从零开始

在刚开始接触医疗行业时， 由于

是跨行业和跨专业， 她像所有新人一

样跌跌撞撞走过。“所有事都从零开

始，压力很大。”杨小倩也有过迷茫。但

在这个过程中，她不断学习，不断提升

自我，了解医疗器械，学习医疗知识，

开拓市场……从一张白纸变成一本

书。虽然也有过放弃的想法，她最终还

是坚持下来了。

其中， 她特别感谢自己以前的工

作经历， 成就了她稳重谨慎的性格。

“在妇产科，我每天都能看到新生命出

生，这让人变得柔软细致，所以我做事

也会更加细心谨慎。 ”她说。

杨小倩做事高效，从不拖泥带水，

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好。在她看来，

工作和家庭生活是可以同时兼顾的。

“我能分得清该工作的时候专心工作，

该陪伴家人时就在家。”只要合理安排

好时间，两者可互相促进。

积极提案改善石牌环境

杨小倩身上有一股冲劲， 只要看

到机会就会勇敢地把握住。 2017 年开

始， 她身上多了一份职责———当选为

天河区九届人大代表， 进入石牌街联

组。从此，她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在经

营企业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 在这两

年间， 她与石牌居民一起见证了石牌

村微改造、猎德涌治理、道路改造等变

化， 参与人大石牌街道工委开展的群

众接访日活动、石牌商会扶贫活动等。

她还根据自身经历， 思考如何合

理运用人大代表的身份为群众谋福

祉。有一次，杨小倩开车经过龙口东路

单行道时， 发现该路段拥堵问题较为

严重，便提出了道路微循环提案。“我

很喜欢石牌，这里的人有人情味。 ”杨

小倩期待， 石牌未来能发展得越来越

好。

未来深耕妇儿医疗事业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 高龄产妇

增多，早产儿出生率占比上升。作为一

名高龄产妇， 杨小倩也特别关注这一

领域， 并积极参与针对经济困难家庭

早产儿的“护曦行动”，推动“早产儿有

爱之家”公益项目落地。随着爱博恩医

院的环境不断完善，服务不断提升，获

得了众多产妇的肯定。

“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位新手妈妈

和新生儿只是普通客人。 对于他们来

说，这里是一辈子难忘的经历。 ”杨小

倩认为自己这次走上了正确的职业选

择道路。 杨小倩表示，未来，她会继续

排除困难，深耕妇儿医疗行业，帮助更

多的人。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见习记者 王佳馨

学会计专业的杨小倩投身妇儿

医疗行业并获得成功。 受访者供图

人物：

杨小倩

，天河区九届人大代表石牌街联组成员，广州爱博恩妇产医院副总经理。

在游戏中学习，帮学生牢记知识点

人物：

孙金鑫

，教龄

11

年，现担任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陶育实验学校初中部化学老师，获

2018

年天河区工匠杯

教师技能大赛一等奖。

2007 年，孙金鑫从哈尔滨师范大

学毕业，来到惠州担任初中化学老师。

2017 年 9 月，作为军属，孙金鑫随丈

夫来到广州，因前任教师离职，她一来

到广州便接手初三毕业班。

巧用方法激励学生用心学习

“这也是化学老师的工作日常，根

据义务教育阶段化学学科的学业质量

评价标准， 九年级学生需要完成认知

性、技能型、体验性学习目标，掌握知

识技能，学会过程方法，初步形成对于

化学这一学科的正确认知。 ” 孙金鑫

说：“一年内， 我们既要为刚接触化学

的孩子夯实基础知识， 同时还承担着

中考学业成绩的压力。 ”

由于初三上学期期末考试之前，

除化学外所有科目都要进入复习阶

段，5 月就需要参加一模考试，化学只

能 4 月结课， 如何让孩子们在 9 个月

的学习时间内记住多、 杂、 散的知识

点，孙金鑫自有妙招。她和科组的另一

位化学老师邓楚微一起策划组织“化

学用语大赛”，不定期考查学生是否掌

握元素符号、 化学方程式、 常用化合

价、现象描述等基础知识。 此外，孙金

鑫还在班级里进行化学实验装置绘画

大赛，帮助学生们确定实验所需仪器，

牢记仪器连接顺序等。 孙金鑫还会为

比赛成绩优异的学生准备一些小奖

励，以鼓励他们用心学习化学，培养对

化学的兴趣。

“这其实是另类的‘考试’，只是换

了一种说法。 ”孙金鑫笑着说：“如果我

一进班级就对学生们说‘今天我们来

考个试’， 学生们可能会怨声载道，消

极对待。但如果我说‘今天我们来进行

一场比赛’， 学生们会觉得很新奇，反

而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激发他们的好

胜心。 ”

除了课堂， 孙金鑫还充分利用周

末休息时间为学生巩固本周学习的化

学知识。 她发动家长一起监督学生们

在家默写， 并利用 QQ 群上传默写照

片完成打卡接龙。

比赛培训不断提高教学能力

惠城区 2010 年化学教师教学基

本功比赛一等奖，惠城区 2012 年化学

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惠城市

2012-2013 学年化学教师教学基本功

比赛一等奖，2012-2013 学年广东省

新课程化学优质课一等奖，2012-2013

学年惠城区优秀少先队辅导员，2013

年惠城区优秀教师……在惠州的教学

工作经历中，孙金鑫屡次获得嘉奖，对

此， 她却保持着谦虚的心态：“这些都

是基础教研工作的比赛， 相较很多更

有经验和天赋的老师来说， 我还差得

很远。 ”

孙金鑫回忆起自己刚来广州的时

候说：“2017 年 9 月我才从惠州调过

来， 还不知道这里对优秀课程和优秀

教师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更侧重于哪

个方面？ 所以我想通过参加比赛了解

侧重点，顺便证明自己。 ”于是，2018

年 9 月， 她报名参加了天河区教育局

主办的工匠杯教师技能大赛并认真准

备。由于她是毕业班任课老师，工作时

间较紧，她便充分利用课后时间，在辅

导完班里几个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后

用心准备教案：“尽管每年教的都是差

不多的知识， 可是每一年我都会获得

更多的经验和更深的感悟， 所以每节

课前我都会精心准备教案。 ” 孙金鑫

说。

作为一名 5 岁孩子的母亲， 孙金

鑫感觉自己对孩子有所亏欠： “我家

到学校距离较远， 每天早晨我都会很

早出门， 下午又经常会因为在学校辅

导学生功课或者准备教案而晚回家。

所以我的小孩都是由爷爷奶奶负责

接送 。 有时候孩子会问我为什么

不能送他上学， 我都不知道该如

何回答他。”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

在孙金鑫的教学工作经历中，她

获得了很多荣誉。在日常教学中，她常

常采取各种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