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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I历史
1910 年，美国外科医生学会提出了通

过认证实现医院标准化的需要，即激励那
些在工作中做到最好的医院，同时激励那
些未达到标准的医院做得更好。

1918 年，美国外科医生学会开始实施
亿元标准化项目。

1951 年，JCAH成立，后因扩大范围至
各类医疗机构（不仅限于医院），故更名为
JCAHO。

1966年，国家老年医保项目实施，国会
正式认可JCAHO为医院评审机构。

1998年，JCI成立，走上国际认证之路。
2006—2008 年，更名，国会更改法案，

允许出现竞争对手。
JCI标准成立之初，在美国692家医院

中测试了最低标准，只有89家符合标准。
目前，美国有 20000 多家医疗机构认

证，美国以外，59个国家中有大约700个JCI
所认证的机构。

7 月 12 日，由河南省医院协
会主办、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承
办的“河南省医院协会 2014 年学
术年会暨国际医院质量认证（以
下简称 JCI）医院管理创新论坛”
在古都洛阳举行。有来自全国各
地 300 多位医院管理者参加了此
次论坛。

目前，推进医疗质量、安全与
服务标准的国际化已逐渐成为医
院发展的主流趋势，成为医院管
理者的共识。“接轨”与“创新”成
为此次会议的亮点。

JCI打造医院安全文化

据了解，我省目前有两家医
院通过了 JCI认证，分别是河南省
洛阳正骨医院和郑州人民医院，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已经通过了
两次 JCI国际医院标准认证，郑州
人民医院通过了一次 JCI 国际医
院标准认证。

医学博士、医院管理硕士，
JCI总部资深咨询官、认证官刘继

兰教授告诉记者，在全世界，JCI
被认为是对病人安全和质量改进
的标杆，是一个自愿性的过程，是
一个永不结束的旅程，每三年一
次的认证，只是使医务人员为病
人服务的理念根植于心，使这项
规范化的服务成为医务工作者的
常态化习惯性行为。

郑州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黄娟
在论坛上进行 JCI体验交流时说，
JCI 使医院精细化管理的具体实
践，为医院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
医院就医环境更安全、各项管理
更规范。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副院长
李无阴就 JCI 认证之后医院的变
化进行了介绍，他说，医院最大的
变化就是医院安全文化对接医院
管理，使员工形成共同的态度、信
念、价值观及行为方式。这一点，
将是医院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会议期间，美国 JCI 认证官、
国内外医院管理专家实地参观了
两次通过国际医疗认证的河南省

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
院），据该院副院长李无阴介绍，
即将开业的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郑州医院就是按照 JCI标准筹建，
开业后也将进行 JCI认证。

JCI引领全省医院管理
上新台阶

当前，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潮
流席卷世界各地，世界各国、地区
之间的医疗交流与合作越来越频
繁，推进医疗质量、安全与服务标
准的国际化已逐渐成为医院管理
者的共识，成为医院发展的主流
趋势。JCI 标准是全世界公认的
医疗质量的最高标准，代表了医
疗服务和医院管理的最高水平。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医院将
通过 JCI 认证作为走向国际舞台
与国际接轨的基石。

河南省医院协会会长、河南
省人民医院院长马保根说，河南
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
院）不仅是河南医疗卫生系统的

一张“特色名片”，也是探索和践
行 JCI 认证的“领头羊”。为了克
服“洋”标准水土不服问题，使中
医特色得到 JCI标准的认可，洛阳
正骨医院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医骨
伤专科医院特色，围绕“以病人为
中心”，在服务、质量与安全等方
面，大胆尝试、锐意创新，持续进
行质量改进，强调团队优势和同
质服务，注重制度建设和流程控
制，全面保障病人安全和治疗效
果，先后于2010年12月和2014年
2 月通过了 JCI 认证，成为我国唯
一一家两次通过国际医院质量认
证的中医专科医院。

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副主任黄玮也提出，河南是
人口大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关系到 1 亿多中原人民的健康福
祉，是中原崛起的重要基础，JCI
这一目前世界公认的医院质量
最高标准在河南医院的认证，将
对推动河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
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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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肾病和西医有什么不同

健康观察

赵先生 50 多岁，半年前发现了
食管癌，遂进行了食管癌手术，手术
非常成功，他和家人都非常高兴。但
术后三个月，赵先生出现进食困难，
下咽不利的症状，喝水困难，非常痛
苦，经人介绍他来到郑州人民医院颐
和医院胸外科就诊，被确诊为食管术
后吻合口狭窄。

郑医颐和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晓林介绍，食管狭窄一般是指食管
良性疾病（不含肿瘤）或并发症引起
食管腔狭窄，可分为手术后食管狭
窄、损伤性食管狭窄，以及食管炎（消
化性，反流性）引起狭窄。严重的病
人吻合口只有 1-2 毫米宽，而导致食
物通过困难。

“尤其是术后食管狭窄在河南地
区比较常见，因为河南省是食管癌、
贲门癌高发区，每年有大量的患者进
行手术治疗，术后因吻合口瘢痕形成
而造成食管吻合口狭窄的比较常见，
其发生率达 10%左右之多。”张晓林
主任表示。近几年，医生也在想尽办
法改进手术吻合技术，以减少术后发

生食管狭窄的几率。但因为食管相
对较细，吻合口愈合时，会形成环形
瘢痕收缩，所以总有部分患者发生术
后狭窄，致使患者不能正常进食，重
者甚至饮水困难，给病人术后生活质
量带来严重影响。

据了解，目前比较常用的食管扩
张方法有萨氏扩张器扩张和气囊扩
张器扩张。萨氏扩张器扩张，需要在

胃镜下实施，比较费时，对设备要求
较高。气囊扩张器扩张，是采用特制
带气囊的细导管经口进入食管，前端
采用柔软材质，并有一种带有气囊的
装置，在狭窄处将气囊充气，从中心
向外扩张，一点点扩张食管。这种方
式痛苦性较小，效果肯定。一般医院
在进行气囊食管扩张术时，需要借助
影像设备，在X射线下进行。

而郑州人民医院颐和医院胸外
科主任张晓林采用的气囊扩张器扩
张术，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设备，凭
借自己 20 多年的治疗经验，采用一
种创新的方式，百分百准确地利用气
囊将食管狭窄处扩张。每次扩张过
程仅需数分钟，其特点是程序简单，
痛苦轻微，费用低廉，安全可靠，效果
肯定。目前，河南省仅郑州人民医院
颐和医院开展此治疗项目。

被确诊为食管术后吻合口狭窄
的赵先生，经张晓林主任采用创新的
气囊扩张器扩张方法治疗，目前恢复
良好。

（卢亚敏）

每当看到新农合直补
报销的流程图时，我心里有
说不出的喜悦。在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回想起能为我国农村合
作医疗做点儿贡献而高
兴。从1968年步入学习新
闻写作，我先后两次报道过
农村合作医疗，见证了我国
农村合作医疗的建设和发
展。

1969 年，我作为知识
青年，下乡到兰考县城关
乡西岗头。在那个年代，
群众有了病，看不起病。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队
建立了一个卫生所。三间
平房的卫生所，一名乡医
一个卫生员。看病、拿药、
打针，统统在这座房内。
他们的检查手段只有听诊
器、血压计和体温计三大
常规“武器”。就这样一个
卫生所，承担着全村防疫、
医病的重任。看到小诊所
的作用，我开始着手搜集
诊所给广大群众带来的实
惠事例。采写报道，将调
查报告分为上、下篇，于县
广播站播出，在全县引起
广泛反响。随着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的不断完善，广
大群众的健康水平不断提
高，西岗头的面貌大大改
观，有名的落后村跃入兰
考先进大队行列。

1996 年，我接到医院
的报道任务，党中央国务
院准备在适当时机召开农
村合作医疗现场会，原卫
生部医政司指示我们去安
阳林州农村了解农村合作
医疗的试点情况，并强调
此次是替党中央、国务院
领导摸事例。我与其他三
名记者连夜召开了碰头
会，奔赴林州市。

几天下来，我们掌握
了第一手材料，经过理顺，
我写出了《农村兴医致富
的阳关道 农民呼唤合作
医疗——关于林州合作医
疗的调查报告》。从不同
侧面，反映农民呼唤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稿子在

《光明日报》刊发，随后林
州的农村合作医疗经验推
向全国。由此，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步入正轨，不断
完善。特别是目前，农民
来城市看病可以享受到直
补，不用再掏额外钱。

作为新闻工作者一定
要牢记使命，密切联系群
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运
用点面结合的方法，搜查重
点材料和一般材料，用尺子
去测量党的方针和政策在
基层贯彻落实情况。这样
才能采写出高质量稿件，推
动社会发展，改善民生。

（高思敏）

7 月 9 日，荥阳市人民
医院组织呼吸内科、感染
办、康复医学科等医学专家
来到该市高村中心卫生院
为医护人员指导医疗、护理
质量管理和感染控制工作。

在深入科室指导医疗
文献书写质量、院内重点部
门感染控制、护理质量管理
时，并会同该院医务人员对

住院病人进行了查房，随后
他们向该院领导和相关科
室领导反馈质量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
整改建议。使基层卫生院
医护人员受益匪浅，卫生院
医生表示，这样的活动多开
展，才能使处于基层一线的
他们，更好地为百姓服务。

（樊建伟）

肾在中医学中是很重
要的，认为是先天之本，寓
有元阴（肾阴）、元阳（肾
阳），藏精、司二阴，与膀胱
互为表里。与西医讲的肾
脏不是一回事，西医的肾脏
是个解剖概念，位于腹腔后
脊柱两侧的蚕豆样器官，左
右各一。西医的肾功能主
要表现在排出尿液和各种
代谢产物（包括肌酐、尿素
氮），调节水、电解质、酸碱
的平衡，另外有分泌激素的
作用。中医的肾更多强调
的是功能。如肾主水，即主
管人体的水液代谢，靠肾阳
的气化作用，对肺、脾、膀胱
等参与水液代谢起主导作
用。由此可见，中医的肾主
水理论蕴涵了西医肾脏参
与水液代谢的功能。由于
中医、西医的理论不同，在
诊断治疗上两者也是不同
的。西医通常根据病人的
临床特征，理化检查诊断为
某一疾病，诊断一旦明确，则
治疗原则和方法，药物基本
是一致的，而中医则根据具
体病人的表现，得出一个

“证”，与西医的病是不同的，
一个西医的病，中医可以有
多个证，证不同，治疗就不

同，即“同病异治”；不同的
病，也可以有相同的证，即

“异病同治”，证相同，其基本
治法，方药是一致的，体现其

“共性”，同时由于每个病人
体质因素，精神状态以及年
龄、性别、甚至饮食习惯等的
不同，处方用药都有变化，有
一定的灵活性，体现具体病
人用药的“个性”。总的来
讲，中医治疗肾病的基本特
点是辨证论治。

经河南誉美肾病医院
二十多年的对照治疗发现：
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的有
效率、好转率、治愈率，要比
单纯西医治疗高近十个百
分点。且治愈后，复发率也
比纯西医治疗低出许多。
祖国几千年的医疗精华和
现代科技相结合，一定能给
广大肾病患者带来健康。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院址：河南淇县同济大
道一号

咨询热线：
0392-7221333
医院网站：
www.hntjsbyy.com
免费电话：
800-9191-555
（固定电话拨打）

冬病夏治、爱心回馈（7 月 17 日-19
日）：买 5 盒送 2 盒,10 盒送 5 盒，数量有
限莫失良机！

广告说的天花乱坠，不如实实在在的
疗效，“百灵奇草神贴”七年疗效验证，让
你不花冤枉钱。吴先生兴奋地说：“我患
病近十年，上下楼关节疼痛、早晨起床及

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拍片诊断
为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滑膜炎、骨质增生、
半月板损伤，快速显效。”采用穴位综和疗
法，药物直透皮下骨质，疼痛很快减轻，数
日炎症消除，不肿不疼，坚持治疗软骨逐
渐修复，滑膜恢复正常，可轻松上下楼，做
家务，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本品不脏、不流、不易过敏！1个疗
程 20 天需用药 6-15 盒！市郊免费送
货，专业人员全程指导康复。外地免费
邮寄药到付款。

骨科热线:0371-55020264
地址：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 200

米路北东大街药房

为98岁老人实施手术
突破高龄老人手术禁区

98岁高龄、胆囊肿瘤合
并肝脓肿，伴慢性支气管
炎、肺气肿。近日持续高
热、肝区疼痛、全身机能下
降……患者刘奶奶手术指
征明确，但手术风险很大，
无论对手术医师还是麻醉
医师都是极大的挑战。日
前，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肝胆胰外科为刘奶奶
实施了胆囊癌根治切除加
肝脓肿引流手术，目前病情
稳定。

据悉，随着医疗技术的
提高、设备的更新，为高龄
病人手术在郑州大学附属
郑州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
已不再是禁区。近两个月，
该院已有 12 位高龄病人成
功接受了手术治疗，涵盖肝

胆胰、胃肠等多专业疾病。
该院大外科主任兼肝

胆胰外科主任李学民主任
医师表示，高龄（大于70岁）
病人虽不是当今外科手术
的禁忌，但由于高龄病人全
身各系统各器官功能下降、
往往基础疾病较多，如合并
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
管疾病、慢性肺病等，手术
的风险是很大的。围手术
期管理非常重要，要求有充
分的术前准备，尽量将肌体
调整到较好状态；强调完善
的麻醉；做到精准的手术操
作；周密细微的术后护理。
因此，常常需要多学科专家
默契配合、综合治疗才可能
收到良好的效果。

（王建明 贾茹）

荥阳市人民医院

走进卫生院提升诊疗水平

吃透两头 关注民生
——两次报道农村合作医疗的启示

食管内“吹气球” 治疗食管狭窄

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遇良药 绝处逢生
上下楼疼痛 肿胀 酸软无力 无需再忍

让 医 院 管 理“ 国 际 范 ”
——JCI开启一扇通往医院管理巅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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