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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寻找心中的健康守护神
大河报启动濮阳百姓满意医院、名医评选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赵振恒

据介绍，此次评选活动，是为了不断促
进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优化发展，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提高
医疗卫生服务群众工作水平。记者从活动
组委会了解到，名医评选活动正在紧张筹
备中。在推荐阶段，医生们可以自荐，也可
以由患者推荐，也可由医疗单位组织推荐，
只要这些医生从事医生工作满两年，无重
大责任过失行为或医疗事故均可参与。
在随后的评选阶段，组委会将根据投
票并邀请媒体、医疗卫生界专家学者、政协
委员、人大代表、市民患者代表进行评审。

本报濮阳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对于医疗服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濮
阳市各级医院，承载着治病救人、提升居民
健康水平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各级医院
不断深化改革，涌现出一批令人感动的名
医。他们兢兢业业，谱写人间大爱的美丽
篇章。即日起，大河报启动濮阳百姓满意
医院、名医评选活动，带你一起寻找我们心
中的健康守护神。

“河南榜样·濮阳区百姓心目中最满意医院”候选医院展示

濮阳市人民医院：

品牌实力担当，为群众健康护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赵振恒 李萌萌 通讯员 王斌

核心提示丨宽敞整洁的门诊大厅，用心呵护的产科病房，独具特色的全科
诊疗，走进濮阳市人民医院，整齐有序的环境让每一个患者体验到了这家三甲
医院为患者带来的优质服务。3 月 24 日，第三方医院评价机构艾力彼在官微
“艾力彼观察”发布 2017 中国医院各省域医院 30 强排行榜，濮阳市人民医院
位居第 15 位，全国地市级医院 500 强中，该院位于第 143 名。

网 络 投 票 与 专 家 评 审 占 比 为 60% 和
40%。先评选出前 200 强，再由前 200 强
选出 100 强，最终由前 100 强选出 60 强。
在评选阶段请随时关注大河报濮阳唯一网
络评选平台：
“濮阳观察”
微信公众号。
经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与卫计委审
核最终确定 60 名获奖“名医”进行颁发奖
杯和证书，前 100 名获得荣誉证书。
评选活动组委会负责人表示，通过开
展寻找百姓满意医院和基层最美医生活
动，以此发现、挖掘和宣传身边的先进人物
及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感人

事迹，树立和宣传一批优秀典型人物，充分
发挥先进典型模范带头作用，同时激励广
大卫生工作者立足岗位、奋发向上，有力推
进卫生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目前，濮阳百姓满意医院网络投票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濮阳市 50 家知名医院
在线接受民众投票，已累计访问 90 万余
次，
累计投票 53 万余次。
相关评选活动请及时关注大河报微信
公众平台“濮阳观察”
（dhbpygc），或者拨
打电话 0393-6996211 进行咨询。

特殊的日子
她们是
“鹤医”最美的天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郭文丽 文图

核心提示丨 5 月 11 日下午，鹤壁市人民医院隆重举行了“5·12”国际护士
节庆祝暨表彰大会。60 名个人，10 个科室接受表彰。

优质服务，源自医生辛勤耕耘
5 月 11 日下午，记者走进院区，跟随
着车流来到濮阳市人民医院新修建的停
车场，相比之前，停车方便了不少。走进
该院门诊部，宽敞整洁的大厅内，前来就
诊的患者络绎不绝，在导诊台工作人员
的引导下井然有序。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风
湿免疫病门诊，坐诊的副主任医师王振
杰在座位上忙碌着，边看化验结果边查
看 CT，而屋里仍是挤满了等待就诊的患
者。据王振杰介绍，每天早上 7 点半上
班，一直忙到中午 12 点半，下午 3 点上班
之后，坐诊要到 6 点半，再回到科室查看
一下病房的情况，9 点左右到家是经常的

事。
“也没觉得累，只是习惯了，虽然今
年 43 岁，但是做医生已经 20 年了。只要
是我坐诊，哪怕自己下班晚一点，也要给
挂了号的患者看完病，不能让患者白跑
一趟。”
王振杰医生告诉记者。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间隙中，王振杰
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他调侃道，平
时坐诊的时候都是一坐一天，感谢记者
给了他一次站起来的机会。据介绍，像
这样的门诊科室还有很多，正是由于医
生加班加点，才给病人提供了方便快捷
的优质服务。
颁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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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科室，始终不变的是服务
记者在住院部二楼的产科病房采访
时，韦德华刚完成一台手术。记者了解
到，韦德华上午在门诊坐诊，中午在手术
室吃的盒饭，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做了
三台手术。
“ 接下来还有四台手术，今天
下班估计要到晚上十点左右了。”
据介绍，韦德华所在的产科，主要收
治的是病情比较复杂的患者。近年来，
随 着 二 孩 政 策 的 放 开 ，产 妇 井 喷 式 增
长。但是个别年龄较大或者有妇科疾病
一些女性怀孕，导致疑难病症增加，使得
产科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韦德华建
议，在怀孕前做好各项检查，同时要注意

孕期内的观测，发现问题进行及时的风
险避免。
人少、任务重，是产科面临的问题。
对于经常性的长时间工作，韦德华表示
已经习惯了。
“ 每次做手术时，累的时候
就趁麻醉师麻醉的间隙活动一下小腿，
虽然下了手术台后会身心疲惫，但是一
站到手术台，
就立刻精力充沛。”
对于产科来说，早一分钟晚一分钟
都是不一样的，韦德华她们要做的就是
与时间赛跑。虽然每天很累，但是每当
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她和护士们就
会感到很欣慰。

新型学科，医院与社区无缝对接
在全科医学科，已经照顾老伴一个
多月的大娘告诉记者，在这里住院感到
很舒心，医生和护士对老伴很是照顾，得
了脑梗的胥大爷已经恢复了不少。
据了解，全科医学科，是引自西方国
家的一种学科，打破过去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的专科治疗弊端，依托于社区卫生
院，着力打造全方位服务患者的体系。
“这也是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医疗体制的
一项重要内容，要着力打造全科医学。”
该科室孔主任介绍。
尝到全科医学甜头的胥大爷，因患
脑梗住院，在全科医学病房里进行了治
疗。病情稳定之后，该科室的护士还对

大爷进行按摩和肌体锻炼，接下来还要
给大爷做康复。待大爷病情好转之后转
回社区医院，并且由社区医院继续对大
爷做康复，同时进行测和预防。这一整
套的体系，让病人在一个科室里，就能得
到治疗、康复以及并发症治疗和预防等
多种服务。
患者张先生向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表示，濮阳市人民医院满载着党委
和政府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承载着精
医济世的追求与梦想，希望濮阳人民医
院能以更高的站位、更新的思维，高扬龙
头，
继续谱写百姓健康里程的新篇章。

历经风雨见彩虹，榜样天使促奋进

记者现场了解到，此次活动共表彰
了 25 名优秀护士、5 名优秀护理管理者、
10 名优秀青年护士、10 名优秀创业创新
个人、10 个护理临床教学优秀科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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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里，慰问最辛劳的“可爱们”

鹤壁市人民医院全院 71 个科室有
1043 名护士。护士们每天工作 12 个小
时是常态。
“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就是她
们对生命的坚守。5 月 12 日，鹤壁市人
民医院院长侯瑞芳、党委书记李惟国等
院领导提着蛋糕，对节日里的天使一一
慰问。
“这都是我们医院最辛劳的‘可爱
们’，也是医院最坚实的堡垒，必须去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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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护理临床教学优秀老师。
现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获得荣
誉称号的
“白衣天使”
致以真挚的敬意。

问，也给所有的护士道一声：节日快乐，
辛苦了！”鹤壁市人民医院院长侯瑞芳
说。
正值鹤壁市人民医院三甲创建，医
院党委书记李惟国表示，从去年 11 月份
到今年护士节全院护士从没有休息过一
天，
“医院很感动，也很重视护士工作，也
借助这样的节日为在一线做出贡献的护
士表示感谢！”

工作甘于付出，几十年如一日坚守

从懵懂的小女孩一上班就进了医院
产房，妇产科科护士长杨蕴慧是坚守产
房 30 年资深助产士。她说，看到每一个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她都倍加兴奋，刚享
受完快乐就要准备下一场紧张的战斗。
正在治疗中老人突然吐了大内科科
护士长耿壮丽一身。耿壮丽的第一反应
是去老人嘴里抠污秽，处理的是老人身
上的东西。不善言谈的外科科护士长马

平叶，平时处理腐烂伤口、为患者端屎端
尿，她都是第一个冲上去。干了 37 年的
儿科科护士长李保香，又称
“李一针”，所
有小孩输液她都是一针扎上。这样平凡
而感人的事迹，在鹤医，可谓不胜枚举。
她们用实际行动化作人间甘露浸润着患
者心田，她们肩负着责任，诠释经历风雨
方见彩虹的感动和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