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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用蓝海
战略思维，实施“一专全能”医疗转型模式，他们不是比照现有医疗市场去哄抢跑
道赶超对手，不是瞄准现有医疗市场“高端”患者，而是面向潜在需求的成千上万
的传染病患者,近两年成为“河南防治”走向“世界防治”的“蓝海舰队”。今年12月
1日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之际，笔者采访解密这家传染病医院——

走向世界防治的河南“蓝海舰队”
——解密一家传染病医院的生存壮大之路

□ 本报通讯员 秦川 王鹤彬 王璞

初冬的中原，阳光柔柔地披洒在广
袤的田野和城市楼群，给人带来清闲、
恬静、逸然的融融温情。

暖阳中记者沿河南郑州市京广路
南行，映入眼帘的是河南省传染病医
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现代建筑楼
群，秋色尽染的医院，菊味含香，风光宜
人。

无影灯下，笔者采访了正在进行的
一例艾滋病人的全髋关节置换手术。

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是血
液传播。承担手术的医生穿着三四层
厚的手术衣，长筒胶靴，大护目面屏，戴
着双层无菌手套……手术过程自始至
终都是血液与金属利器的博奕，若划伤
手部或其他部位，感染艾滋病的风险犹
存。

接受手术的艾滋病人袁某，多年前
因卖血不幸感染上艾滋病。2005 年又
患上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无法行走，到
多家医院求治，因艾滋病被拒之门外。
绝望之际，他打听到了河南省传染病医
院。

“做还是不做？其他医院都不敢接

收，我们也能以同样的理由推掉病人。
我们跟其他兄弟医院大夫一样也是人，
我们也都有家有室，不想给自己增加额
外的风险。”传染病外科钱主任召集科
室大夫和麻醉医师会诊时，深感股骨头
置换手术本身就具有手术时间长、工作
量大、病人出血多的特点。而这次手术
对象是艾滋病患者，对手术要求更高，
感染的风险也更大。

做！我们是河南省传染病医院的
大夫，是专业的传染外科手术大夫。如
果我们不给他做手术，他就终身不能正
常行走，不能正常生活。大家讨论后一
致决定给患者做手术。

1 小时、2 个多小时过去了。在场的
医生和护士没有人考虑自己如果受伤了
怎么办，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手术中。

一台手术成功结束了。医生紧张
的身体仿佛虚脱一般的无力，手术衣裤
被汗水浸湿了几层。

蓝海战略思维的成功实践，“蓝海
舰队”远航，离不开医学人文精神护航。

作为河南省唯一的一家传染病医
院，医护人员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勇敢地面对艾滋病、肝病、肺结
核、手足口病和人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形
形色色的传染病，特别是在近几年应对
突发重大传染病的医疗救治事件中，他
们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传染病
患者点燃了生命的希望。

在郑州市六院，普外科冯秀岭被称为
“艾滋病手术第一人”，从事外科手术12年，
他已为艾滋病患者做过手术上千例。

“人说常在河边走，真的有时候会
湿鞋。2012 年 7 月 17 日，我在做一台艾
滋病手术当中，不幸被针扎到了手，造
成了职业暴露。”冯秀岭说，他紧急吃了
28 天的阻断药，药的副作用很大，让人
虚脱，但他在服药期间还坚持为另外两
名艾滋病患者完成了手术。

郑州市六院是收治我国艾滋病患
者最多的医院，也是我国开展艾滋病外
科手术最早的医院之一，这里每年收治
的艾滋病外伤患者超过 500 例，作为应
急处置的第一关，急诊室的工作不亚于
战场。

笔者走进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绕过医院门诊楼，穿过松柏森森的小

路，抵近院区深处的“感染楼”。初升的
太阳，无声地照在这栋黄色建筑上。与
门口的喧嚣相比，这里清静得让人觉得
有些怪异。

楼里的病房并没有什么特殊，门牌
与床头诊疗卡上，没有任何字眼儿提到

“艾滋病”。若是不知情的人走进这个
病区，并不会感觉到它跟其他病区的差
别。

“很多艾滋病人就诊前都有很大的
顾虑。因为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
害怕受到歧视，很多艾滋病人宁可放弃
就诊治疗。无论是门诊还是病区，我们
都会有意识地保护病人的隐私，消除他
们的顾虑。”医生赵清霞说。

“艾滋病区两个科室，共住了 90 多
个 病 人 ，我 们 感 染 一 科 就 住 了 50 多
位。”赵清霞介绍。

“在这里住院的大都是晚期重症患
者，通常伴有肺结核等并发症，传染性
很强，所以进入病区一定要做好防护措
施。见到艾滋病人不需要紧张，他们和
正常人一样，并不可怕。”蔡艳护士长坦
然地对记者说。

一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肺癌患者求
医时，几家医院以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不
适宜手术治疗为由推诿遭拒。无奈，他私
改病历化验单隐瞒病情做了手术。这一
事件经过媒体发酵后，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

艾滋病患者小童不幸又患严重的骨
髓炎，他视上海一家大医院为救命稻草，
让医生给上海发去他的会诊单，结果都石
沉大海，渺无音信。

“推诿艾滋病病人的现象太普遍了！”
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处的孟林说。

“如今，像这种现象在我们河南省传

染病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绝不可能
发生！”院长许金生说。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
医院用蓝海战略思维，实施“一专全能”医
疗转型模式，带领医院从传染病领域后端
走向前端，破解了艾滋病等传染病人无医
救治的社会医疗难题。

专家评价说，他们医院“一专全能”的
改革模式，折射出当下公立医院不符合功
能定位的、单纯规模扩张的简单外延式发
展弊端，犹如给目前一些公立医院盲目医
改打了一针清醒剂，为公立医院医改推出
了一幅清晰可鉴的思路图。

“有数据显现，我国多地的传染病医
院实际收治的病人中，传染病人占三分之
一，普通患者占三分之二。不问病症与综
合性医院争抢病源现象突出。传染病医
院医疗主体出现了错位发展。”

两年前出任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
第六人民医院院长的许金生，尤其把眼前竞
争极端激烈的医疗市场形容成“红色海洋”。

他说他说，，在这个已知的在这个已知的““红色海洋红色海洋””市场市场
空间里空间里，，国内很多大型公立医院都在跑马国内很多大型公立医院都在跑马
圈地盖大楼圈地盖大楼、、买设备买设备，，掀起了新一轮扩张热掀起了新一轮扩张热
潮潮。。大医院为了保持其领先地位大医院为了保持其领先地位，，竞相开竞相开
展展““军备竞赛军备竞赛”。”。短短十年间短短十年间，，很多大医院很多大医院
就淘汰了就淘汰了 1616 排排 CTCT 乃至乃至 6464 排排 CTCT，，代之以全代之以全
球最先进的球最先进的 320320 排排 CTCT。。这些高精尖设备这些高精尖设备
的过度使用的过度使用，，导致医疗费用不断攀升导致医疗费用不断攀升。。

特别是今年初国家关于加快发展社特别是今年初国家关于加快发展社
会办医迎来积极信号会办医迎来积极信号，，不少投资机构纷纷不少投资机构纷纷
从健康服务业从健康服务业 88 万亿的万亿的““大蛋糕大蛋糕””中嗅到中嗅到
了投资的机会了投资的机会，，将目光投向公立和民营医将目光投向公立和民营医
院院，，投机性的投机性的““大干快上大干快上”，”，更激起更激起““红海红海””
的波涛汹涌的波涛汹涌。。

这样造成的医疗资源两极分化这样造成的医疗资源两极分化，，城乡城乡
医疗水平差距太大医疗水平差距太大，，直接导致直接导致““全国人民全国人民
上协和上协和”。”。事实上事实上，，北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上海等大城市的
大医院大医院，，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超都远远超
过了发达国家过了发达国家。。但是但是，，很多大医院为了保很多大医院为了保
持其持其““江湖地位江湖地位”，”，仍在盲目扩张仍在盲目扩张，，导致导致““强强
者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弱者更弱”。”。其结果是其结果是，，大医院越大医院越
扩建扩建，，垄断优势越明显垄断优势越明显，，病人越病人越趋之若鹜。

对此，许金生没有跟风谈起传染病医院
的沉重压力。而是谈起他的“医院蓝色海洋
战略思维”，即代表还未形成的前瞻市场，医
院要善用创新合并细分市场整合需求，不是
比照现有医疗市场去哄抢跑道赶超对手，而
是改变传染病医院境况重新设定游戏规则；
不是瞄准现有医疗市场“高端”或“低端”患
者，而是面向潜在需求的成千上万的传染病
患者。并提出寻找医疗市场“死角”，不与医
疗竞争者盲目竞争的改革目标。

他用简单的话来解释：红海就是红色
的大海，防鲨网的范围之内，水质混浊，营
养贫乏，但是人很多，在这个小圈内不能
出围，人人都竞争激烈；而相对蓝海就是
蓝色的大海，防鲨网之外海之深处，水质
和营养物都很丰富，范围也相当广泛，竞
争的人也少，蓝海竞争胜者将得到比红海
多得多的利益。

“传染病专科医院是公共卫生体系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传染病防
治和公共卫生应急医疗救治任务。传染病
医院若与其他综合性医院哄抢医疗市场，
不如创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传染病医院。”

许金生说，传染病医院的发展必须要
跳出“红海”的限制性因素，运用医院蓝海
战略行动，创造需求，突破竞争，通过差异
化手段开辟自己的崭新市场领域。

“医院蓝色海洋战略”就这样在他们
医院上下，几经碰撞形成并付诸于“一专
全能”的行动目标啦！

今年 50 多岁的西安艾滋病患者张先
生，前不久又患上了胸腺癌。在西安的各
大医院求治胸腺癌时，当地普通医院一听
说他是艾滋病患者，都不敢收治，建议他
去传染病医院治疗。无奈当地的传染病
医院根本没有胸外科。

他在陷入绝望时，上网查询全国的医
院，最终得知只有北京一家医院和郑州市第
六人民医院收治传染病人，且综合实力比较
强。但北京那家医院也没有胸外科，河南省
传染病医院胸外科，成为他的最终选择。

医院胸外科主任朱长庚说，他们为张
先生实施了微创手术，开了三个小口，其中
最长的不过 3 厘米，就成功治愈了张先生
的胸腺癌。目前，张先生恢复得很好，远远
超出了他自己初来时“试试看”的“预期”。

这是医院打破传染病医院只看传染
病的轻车熟路，运用蓝海战略思维推动，
保持专科特色走综合发展之路，探索“一
专全能”模式的一个成功缩影。

据许金生介绍，他们的“一专全能”模
式，“一专“即对既有传染病治疗优势的继
承与强化，“全能”是在原有基础上全方位
提升救治能力。“一专全能”就是在发展传
染专科的同时，围绕传染病综合需求发展
综合学科，运用综合手段解决传染病并发
症和合并症的问题。“一专全能”的发展模
式既能明确传染病医院属性，扩大传染病
救治范围，又能履行公共卫生职能，满足
患者救治需求。

只要是肿瘤患者，无论是什么部位的
肿瘤，无论肿瘤处于哪个阶段，来到郑州
市六院，都会有相应的治疗科室，都会有
适合的治疗手段。

他们综合医院优势，综合各科特色，
整合肿瘤治疗的各种模式，针对不同的情
况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实施“一专全
能”发展，使得郑州市六院倾力打造的“大

肿瘤”的概念越来越清晰。
两年来，医院围绕“一专全能”的发展

目标，在业务用房紧张的情况下，增设了
内科、肝胆外科、移植外科、骨科等，扩建
了皮肤性病科、妇产科、五官科，重点装备
了介入科、血液净化科，建成了正负压转
换层流净化重症医学科，形成了艾滋病、
结核病、肝病三大学科为重点，其他学科
共同发展的多学科体系；医技科室增添了
PCR 检测仪、基因测序仪、全自动核酸提
取仪等，购置核磁共振等诊疗设备，丰富
了诊疗手段，形成了现代化的检测体系。
共设有临床、医技科室 47 个，开放床位
1000 张。

通过发展外科，解决了艾滋病患者合
并肺癌、乳腺癌、胃癌、胆管癌、脊柱结核、
门脉高压等患者的手术问题，开展手术
1300 余例。通过发展介入科，解决了肝
癌、肺脓肿、肾周脓肿等艾滋病患者介入治
疗问题，介入治疗患者 125 例。通过发展
血液净化室，解决慢性肾功能衰竭、乳酸酸
中毒等传染病患者的透析治疗问题，67 例
患者接受透析治疗。通过重症医学科建
设，成功抢救了许多急危重症传染病患者，
解决了疑难、重症传染病患者医疗需求。
皮肤性病科开展艾滋病合并性病激光治疗
800 余例，妇产科阻断艾滋病、梅毒和乙肝
母婴传播 570 例。通过综合救治，患者得
到了科学有效的治疗，减轻了患者痛苦，提
高了生存质量，延长了生命。

2013 年 9 月，为了满足传染病患者医
疗需求而成立的郑州市六院骨科，至今已
经为 200 余例患者成功进行了骨科手术，
其中 40%的患者合并梅毒、艾滋病等传染
病。不少成功在此进行了骨科手术合并
的艾滋病患者激动得泪流满面。

目前，医院有堪称河南省规模最大、
收治病人最多的肝病专科“领头羊”。

2014 年 9 月 25 日—27 日，由郑州市
第六人民医院承办的河南省医院协会
传染病医院分会 2014 年度年会暨郑州
市第一届转化医学研究国际论坛成功
举行。

论坛上，来自美国、加拿大、挪威等
国家以及国内的知名专家、教授，围绕
这些前沿、高端，具有广泛应用性的转
化医学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搭建传染病防治科研平台，引导人
才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勇于和世界专家
比肩，不断抢占医学制高点，在传染病
领域取得话语权。

许金生介绍说，医院与英国伯明翰
医学院开通了远程会诊，进行国际疑难
病例讨论。积极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美国匹
兹堡大学等洽谈技术合作，真正发挥郑
州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作用，让广大
患者更多地受益医疗科研成果。

由美国夏威夷大学艾滋病研究所
教 授 Qiguiyu，MD，PhD、CeciliaM.Shiku⁃
ma 一行，在河南省卫计委官员陪同下来
到六院，进行艾滋病救治工作的实地考
察。美国专家由衷地赞叹：“中国了不
起，郑州六院的‘蓝海舰队’了不起！”高
度评价六院在国际传染病领域崭露头

角，贡献卓著。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专
家学者就如何应对耐多药、流动人口
|TB/HIV 三 大 挑 战 等 难 题 展 开 联 合 攻
关。

郑州市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瞄准医
学前沿，以各类传染病、遗传性疾病、肿
瘤等的基因诊断技术研发为主。落户
在六院的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实验用楼
建筑面积 2000 多平方米，包含生物标本
库、遗传性疾病研究室、基因扩增室、高
通量测序室、细菌室、细胞室、PCR 试剂
室、PCR 产物分析室、PCR 样本处理室、
肿瘤研究室和传染性疾病研究室。

在实验室，记者了解到，具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仪器设备已安装到位，具有
世界领先水平的专家团队已开展持续
性研究工作，并初步在结核病等传染病
诊断领域展开探索应用。许金生表示，
该中心已引进多个国内外知名专家团
队。目前，涵盖加拿大专职 9 人专家团
队，外聘美国、挪威等其他国家 12 人专
家团队，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专家团队
等转化医学研发团队已组建就绪，并确
立了重点研究方向。

郑州市卫生局局长顾建钦说，郑州
市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是郑州市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有

助于进一步深化重点专科建设水平、深
化优质医疗资源布局，对于郑州市广泛
应用科学前沿成果、更好地将先进技术
转化为临床，全方位满足人民群众诊治
疾病的需要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许金生介绍说，郑州市转化医学研
究中心将瞄准基因检测技术在临床应
用这一研究前沿，以个性化诊断技术和
产品开发为核心主业，兼顾基因治疗、
自主研发和对外合作，最终形成以分子
诊断试剂盒及探针产品为核心，涉足基
因检测、生物制药、基因治疗等领域的
产业链。

近年来，医院加大传染病临床科研
攻关力度，筹建病原标本库和病源信息
库，为传染病临床研究提供临床标本和
资料信息。先后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中
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公共卫生中
心等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开展艾滋
病、结核病、新发突发传染病等治疗新
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探索。

医院先后与北京佑安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 302 医院建立技术协作关系，
与郑州大学签订教学医院协议，实现双
方临床、教学及科研的密切合作，促进
医院临床诊疗水平大幅提高，体现了内

涵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该院积极开展新药临床试验和治

疗性疫苗的研发，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
传染病研究，探索传统医学对传染病治
疗的疗效。先后参与“十一五”、“十二
五”重大专项 17 项，承担省、部级课题 42
项，取得科技成果 10 项，获河南省卫生
政策类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一等奖 1 项、
郑州市科技进步奖 5 项。逐步实现以疑
难、重症传染病临床治疗为基础，以科
研带动临床为目标的构想，不断提高传
染病综合救治能力和科研水平。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第六人
民医院被认定为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
构了！这意味着河南省传染病患者将
在第一时间使用国际最新治疗药物。

医院还建设有郑州市唯一一家感
染性疾病重点实验室，开展了病原学、
免疫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
学、病理学、PCR 技术、核酸测序、CD4 及
病毒载量测定等技术，为传染病临床科
研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伴随着医院“一专全能”的步伐，医
院在人才培养建设上大踏步迈进。目
前，医院有高级职称 97 人，博士后、博士
研究生及硕士研究生 114 人，有国家级
专家、省级知名专家 12 人。

医院摈弃不符合功能定位的、单纯规模扩张的简单外
延式发展模式，将超越竞争对手视线移向传染病医疗市场
潜在的需求，合并细分重新排序学科价值元素，变公立医院
盲目扩张为思路清晰，铿锵迈入“蓝海战略发展轨道”

突破现有医疗竞争边界，通过差异化思维手段拓展新
的非竞争性市场空间，医院大刀阔斧挑战自我，从既定结
构下的定位向“一专全能”医疗改革转型，在国内率先建立
起独具特色的传染病学科多层次医疗专业运行体系

靠胆识和医疗科研技术创新的竞争力，医院从传染病领域后端走向前
端，在国际传染病领域崭露头角。“河南防治”走向“世界防治”，医院实施蓝海
战略思维催生的“蓝海舰队”，奠定了医院在创新型社会中可持续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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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一个失去良知的医生，远比蒙昧无知的人危险。医疗技术如不注入人性，
就会适得其反。医护人员不忘使命，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传染病人的生命，他们
人文灵魂的生动展现，让医院在未来激烈的医疗市场“红海”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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