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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下午，阵阵热烈的掌
声从郑州市英协剧院传出。郑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郑
州一院”）正在这里举行“迎接建党
93 周年，学习郭光俊，树立身边典
型先进事迹交流报告会”。

在报告会上，“全国最美乡村
医生”郭光俊和该院不同岗位的 5
位先进典型，分别讲述了他们在日
常工作中平凡而感人的工作经
历。在点点滴滴的细节中，无不透
露出医护人员对患者生命健康的
执着。这些事迹，因为就在身边，
而显得格外感人。

而这，仅仅是该院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活动以来的一个片段。有
着 70 年辉煌历史的郑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按照“标准更高、走在前
列”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真抓实
干，真查实改，劲吹务实之风，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取得
扎实的成效。

身边典型，护航患者生命
健康

几幅画面，在6月的郑州定格。
当群众需要体检，到医院后可

能遇到的困境是什么？他们需要
的帮助有哪些？我们能做到哪
些？我们必须做好哪些？这是郑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全体
党员站在“我是被体检者”的位置，
总结、梳理体检流程时反思的问
题。

组织党员到郑州市档案馆参
观焦裕禄先进事迹；赴兰考焦裕禄
同志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实地参观、
学习，举行新党员宣誓、老党员重
温入党誓词活动，使大家在心灵上

再一次受到了洗礼。
画面的内涵，一言概之，就是

“我们要为人民健康服务”。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搞的扎实不扎实，班子带头是关
键。郑州一院领导班子坚持示范
引领作用，针对医院的工作性质，
经常利用中午和下午下班后组织
集中学习。在医院班子的带领下，
全院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利用
每周二、周四下午组织学习，开展
大讨论。

开展树身边人，学身边事活
动。在全院范围内推出了8名在技
术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爱院奉
献，以院为家；服务热情周到，视患
者如亲人；扎根基层，奉献社区等
方面的先进典型。开展“我是谁，
为了谁，依靠谁”大讨论活动和弘
扬焦裕禄精神“六问六带头”大讨
论活动，通过大讨论活动，提升了
党员干部服务病人的自觉性。

院党委班子成员按照分管工
作，确定联系单位，深入到支部、深
入到科室，直接联系群众，走访征
求意见、进行调研，直面存在的问
题，与群众零距离接触、心贴心交
流。

针对查摆的问题，院领导班子
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多次召开党
委会，逐条分析研究解决的措施。
对能改的问题立即整改，对不能马
上解决的问题，限时整改，班子成
员根据分工，逐条逐个进行认领并
建立了四件事台账。

针对烧伤科床位紧张问题，该
院进行了烧伤 ICU 病房的扩建，由
原来的 80 平方米扩建到 230 平方
米，缓解了烧伤重症病人住院紧张
的问题。

“让病人满意是医院开展教育
实践活动的目的，我们要从病人不
满意的地方改起，以实际行动提高
患者就医满意度。”郑州一院党委
书记孙晓辉表示。

患者感叹，“郑州一院让
俺放心”

一位肝癌患者，跑遍全国多家
大医院，求医无门。

有人指点他：“实在不行就找
郑州一院吧！”

果然，郑州一院肿瘤中心成功
为他做了手术，实现了他的愿望
——“ 再 活 五 年 ，看 到 儿 子 上 大
学”。

这样的事例，在郑州一院俯拾
皆是。身陷沉疴的患者，把热切的
目光，投向郑州一院。

为了更好地造福患者，郑州一
院果断走上质量内涵建院的征
程。目标：“打造国内先进的数字
化医院，省内领先的学术型医院，
中部地区一流的医疗集团。”

质量内涵建院依托“五个抓
手”予以落实，即开通心脑绿色通
道——向高品质高效率服务要未
来；开展多学科会诊——让科学规
范的终极治疗成为现实；深入进行
危急值跟踪——铸就安全无忧的
医疗平台；强化危重症患者管理
——提供先进、高层次保障的治疗
过程；狠抓医患沟通——实现医患
双方的共同追求。

郑州一院强化危重症患者管
理，打造重症医学体系，为中原急
危重患者撑起生命的保护伞。

率先在省内设立8个重症监护
病房，分别是重症监护病房（ICU）、

冠心病监护病房（CCU）、急诊重症
监护病房（EICU）、呼吸重症监护病
房（RICU）、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
CU）、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
CU）、烧伤重症监护病房（BICU）、外
科重症监护病房（SICU）。

这8个重症监护病房都拥有高
素质的重症医学专家技术团队，配
备有国内外先进的监护设备和抢
救器械，为危重症患者提供先进、
高层次的救治保障和更加人性化
的关怀。

8 个 ICU、5 个以各业务院长为
组长的抢救小组，打造出心脑、严
重创伤、多发伤绿色通道，为急、危
重症患者铸就了安全无忧的医疗
平台。

整形烧伤诊疗中心。以建立
国家区域性整形烧伤诊疗中心为
突破口，整合烧伤科与整形外科在
烧伤后功能康复、瘢痕整形修复重
建以及颜面部整形美容的特殊优
势，开展烧伤创伤瘢痕畸形的整
复，对重度烧伤及电击伤病例运用
皮瓣移植手术早期修复创面。

经过优质资源的整合，整形烧
伤诊疗中心还将致力于进行个性
化设计，美容力求每做一例手术都
能成为精品，让每一位走进医院的
求美者都能以最短的恢复时间达
到真正满意的效果，努力营造整个
医疗美容过程中的安全、无痛、轻
松、舒适的人性化服务，为爱美者
锦上添花。以质量内涵建院为核
心的管理创新，使医院的内部管理
和控制更趋科学化和合理化。

3 月 23 日，郑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港区医院正式开工奠基，医院总
体建设分为两期，医院一期工程有
望在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新医院建成后，将成为一间集
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能够为群
众提供检查、诊断、治疗、康复等医
疗保健服务，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
现代化、数字化的国家三级综合性
医院。也将成为港区建设、一院发
展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举措。

目前，该院不仅拥有全国闻名
的烧伤中心，还有全省唯一的消化
病医院，以及心内科、整形外科、消
化内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妇科
等一批省市重点学科、特色专科，
在业界享誉盛名。医院治愈好转
率99.24％，急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
95.03％，年惠民近千万元。

“医院将坚持院有重点、科有
特色、人有专长，走技术兴院之路，
发展专科，打造品牌特色技术。重
点培养优势学科群和高素质人才
方阵，努力抢占医学技术的制高
点，提高为患者服务的质量效益。”
郑州一院院长连鸿凯说。

三个第一，构筑水乳交融
医患新关系

拿着刚刚减免报销的 22000元
钱，50岁的李先生，激动不已，一个
劲儿地说：“是新农合政策给我们
送来了温暖，是医院的好政策救了
我们家。”

李先生来自商丘宁陵县，2 年
前被查出食管恶性肿瘤，但因为家
庭条件不好，痛苦的他，只能一直
吃药，保守治疗。

正当他们一家一筹莫展时，
李先生家人听说郑州一院开展 12
种重大疾病救助活动，于是，李先
生便和家人一起马不停蹄赶到医
院，经检查，李先生符合救助条

件，于是，顺利入院并进行了手术
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这12种大病的
每个病种的前 100 名患者手术免
费，同时医院为患者报销来回路
费。这意味着 1200 名患者住院期
间的手术费用，70%由新农合大病
救助给予补偿，之外的 30%通过医
院职工捐款和与国际微笑行动基
金会合作等渠道筹措资金。

今年 4 月，远在西藏拉萨的刘
先生，得知郑州国际微笑行动免费
为唇腭裂患儿手术的消息，特意从
拉萨辗转千里来到郑州参加活动。

刘先生两年前在拉萨某医院
的走廊里捡到了一个用棉被包裹
的弃婴，孩子面部有明显的唇腭
裂，刘先生把他抱回家精心抚养，
这一养就是两年，刘先生把这孩子
当亲生骨肉看待，得知腭裂患儿的
最佳治疗年龄是一岁半以上，此时
正是孩子治疗的最佳时期。

虽然拉萨当地残联康复部门
也有针对唇腭裂患儿的救治活动，
但他考虑到郑州一院已是第八次
组织“国际微笑行动”，有着非常丰
富的经验，同时来自世界各地近 70
名顶尖专家亲自手术，这让刘先生
决定不辞千里也要来到郑州一院
为孩子手术。

自 2006 年至今，郑州一院与
微笑行动组织合作已成功开展了
八次郑州国际微笑行动，为 1309
名唇腭裂患儿实施了免费手术，
让他们重新绽放灿烂的笑容。同
时，今年微笑行动进行了深化，成
立了“开元微笑俱乐部”，目前已
经成功为后续 20 名患儿进行了免
费手术；

常年开展为先天性心脏病患

儿免费手术活动；“成就健康，开启

美好未来——家乡情”义诊活动，

惠济河南省广大城乡百姓，赢得了

良好的社会声誉；

为环卫工人免费体检，抽调医

务人员放弃“五一”小长假休息时

间，加班加点为管城区常年奋斗在

大街小巷的“城市美容师”——500
名环卫工人进行体检，并为他们送

上量身定制的爱心水壶；

积极推行医联体工作，目前由

该院牵头的医联体签约医院共 38
家，医联体内各种检查结果互认、

专家定期坐诊、帮带、双向转诊，为

方便病人就医，减轻病人负担做出

了积极努力；

……

“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

树断根。”孙晓辉说，如何让“严慎、

精诚、博爱、卓行”为核心的医院文

化体系得以传承，构筑起新时期水

乳交融、不分彼此的医患新关系，

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一种导向，更

是一种实践。

如今的郑州一院，患者呼声成

为“第一信号”，患者需求成为“第

一选择”，患者满意成为“第一标

准”。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深入开展，郑州一院处处呈现欣

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可喜景象：以

院本部、国家航空港经济实验区医

院、郑州市消化病医院、国家示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航东社区、

商都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构成

的五位一体医疗集团，依靠推进质

量内涵建院，迅速发展成为高危疑

难病症的诊治基地、高新技术的研

发应用基地、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

的培养基地。

营造水乳交融的医患新关系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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